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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set of eight volumes,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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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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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 #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 #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 #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 #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 # #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 #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 #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 #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 #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 #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 #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 #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 #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 #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 #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 #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 #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 #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 #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 #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 # #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 # # # # # # # #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六六六#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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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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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 # # # # # # # #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六六六#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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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 #四四四# #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 #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 #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 #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 #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 #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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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
百

三三三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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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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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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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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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 一一一# #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 #八八八#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 #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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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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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
百

三三三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 三三三#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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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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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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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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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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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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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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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 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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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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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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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 #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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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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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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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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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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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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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十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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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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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 #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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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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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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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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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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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
百
二二二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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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 #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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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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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 #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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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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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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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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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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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 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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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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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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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
百
二二二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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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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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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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 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四四四二二二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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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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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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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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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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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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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
百
二二二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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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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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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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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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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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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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
百
二二二
十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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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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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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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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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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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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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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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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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 #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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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
百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 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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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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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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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
百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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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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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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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四四四#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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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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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 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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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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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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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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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
百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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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 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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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
百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 #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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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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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
百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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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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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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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
百

十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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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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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四四四#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
百

零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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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 # # #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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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
百

零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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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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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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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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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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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
百

零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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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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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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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
百

零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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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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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
百

零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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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 #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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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
百

零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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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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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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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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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 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三三三八八八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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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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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
百

零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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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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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百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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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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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 # # #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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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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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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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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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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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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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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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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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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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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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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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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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 #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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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 #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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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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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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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 #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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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九九九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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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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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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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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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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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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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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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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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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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 #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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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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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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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 #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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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 # #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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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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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 #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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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 #九九九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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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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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 #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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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 #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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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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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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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八八八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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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 #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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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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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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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六六六#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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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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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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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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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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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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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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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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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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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 #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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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三三三四四四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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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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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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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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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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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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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七七七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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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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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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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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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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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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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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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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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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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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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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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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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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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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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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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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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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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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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 #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 # # #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 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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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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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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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 #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六六六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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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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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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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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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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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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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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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七七七#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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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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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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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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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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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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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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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三三三#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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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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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三三三#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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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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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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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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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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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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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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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 # #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五五五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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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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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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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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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三三三#
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 # #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九九九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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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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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 六六六#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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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 #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 # 六六六#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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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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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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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 四四四#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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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九九九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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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 三三三#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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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 #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九九九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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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 二二二#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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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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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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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八八八 御御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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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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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八八八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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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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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 # 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分 秒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二二二八八八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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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四四四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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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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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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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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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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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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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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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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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 #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 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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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 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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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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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 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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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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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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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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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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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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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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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數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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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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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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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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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 #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三三三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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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 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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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 #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三三三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 #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 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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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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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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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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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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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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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 # # # #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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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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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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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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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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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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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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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 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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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 #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 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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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 #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 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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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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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 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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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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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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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二二二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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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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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 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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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 #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 #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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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十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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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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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十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 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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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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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 #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十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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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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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 #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十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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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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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十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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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 #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九九九#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十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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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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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 #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十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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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 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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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十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 # 一一一# #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 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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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 #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 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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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 #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 #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 # 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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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 #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 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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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三三三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十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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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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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 #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 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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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 #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 #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九九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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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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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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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 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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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八八八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 #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 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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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 #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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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 #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七七七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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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 #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

# # 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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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 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 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 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 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 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 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 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 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六六六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 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 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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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 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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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 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 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 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 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 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 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 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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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 #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 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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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 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 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

二二二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 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二二二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 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 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 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 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

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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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 # #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 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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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 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 # 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 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

三三三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三三三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 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

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 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 #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 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三三三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三三三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 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 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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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

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 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御御御

製製製

數數數

理理理

精精精

蘊蘊蘊
表表表

卷

八

八

線

對

數

表

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 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 #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 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四四四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 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

四四四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 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
二二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
四四四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 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

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 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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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 #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 #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秒 分



御製數理精蘊, 卷八(八線對數表下)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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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分 秒 線割正 線切正 弦正 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 #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 #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 一一一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 #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 二二二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 #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 三三三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 四四四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 五五五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三三三 # 六六六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 七七七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 八八八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 九九九

五五五#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二二二#
三三三#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二二二#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

五五五# # 一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 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 線割餘 線切餘 弦餘 秒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