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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之和算資料初探 
 

城地茂 

（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 

 

摘要  2004 年從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的演講堂再次發現台北帝國大學時代的藏書。計漢

籍 5553 冊，和装本 2744 冊，日本圖書 1256 冊。其中，有關和算（日本數學）和天文

學的貴重書籍也計約 600本。以海外的和算書收藏來說，可以說是以往規模最大的藏書，

甚且超過美國議會圖書館館藏的 404 本，譽為世界最大的海外和算收藏應不為過。美國

議會圖書館的收藏是圖書館員本田正靜（1929-2015）收集的，而國立台灣大學的收藏

則是著名的和算研究家加藤平左衛門（1891-1976）收集的。加藤平左衛門畢業於日本

東北帝國大學（現・東北大學）理學部數學系。眾所周知，東北帝國大學是和算研究的

中心，加藤平左衛門對和算造詣也很深，即使在購買和算書方面，也系統性地進行購買

關流和算書，最上流和算書，圖書內容充實。加藤平左衛門於 1938 年開始進行購買這

些書籍。而這些書籍，後來成為加藤平左衛門的畢生巨著《和算の研究・方程式論》（1954

年）的基礎書籍《和算ノ方程式論》（1943 年）這本書出版於台北。另外，最早的業績

是 1939 年出版的〈和算ノ行列式展開ニ就テノ檢討〉（載《東北數學雜誌》）。 

 

關鍵詞：國立台灣大學，和算書，加藤平左衛門 

 

 

一、前言 

    2004 年，從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的演講堂發現了約 600 種的台北帝國大學時代的藏

書以及和算書1。這樣的藏書數量比得上日本內地的舊制帝國大學（總合研究性大學），

而據報告者所知， 就海外和算書來說或許是規模最大的。此外，台灣大學前身台北帝

國大學的，這座大學預科（附屬的高等學校部）長是和算研究家・加藤平左衛門

（1891-1976）教授2，他屬於數學教室。加藤教授曾在數學教育與和算研究先進的東北

                                                   
本文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Ｃ）課題番号 16K0116218「グローバ

ル的視点より見た 13世紀数学」（代表者・城地茂）的補助。於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南臺科

技大學 2017 年 3月 26，27日）上發表，經修改而成。 

 

城地茂，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國際中心教授。電郵：jochi@cc.osaka-kyoiku.ac.jp 

 
1 在這當中有天文學等等，也就是「暦算」書的總數。此次只能報告概數是由於尚未完成目錄，

並且以報告者來看，成套的和算書目前只被臨時登錄。而其中也包含術數書(占卜)。5553 本的漢

籍，2744 本的線裝本和書，1256 本的近代書籍。其中約 510 種屬於台北帝國大學數學教室及國

立台灣大學數學系的藏書。又有數學教室以外的單位的和算書約 100 種，近代（20 世紀）覆刻

本約 100 種，總數還沒決定。 
2 台灣經由中華民國政府移管後，加藤教授也被「留用」，繼續任職台灣大學數學系的教授。當

時日本人的專業人士突然返回日本，而導致負責的機關運營上的障礙進行的一種措施，技術者等

等的留用者也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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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學受過薰陶，所以台灣大學的和算書算是有系統性的。 

    而所在日本學士院（當時為帝國學士院）的東京與東北帝國大學的仙台位在日本東

部，從地理條件來看，能夠預想當時收集的是江戶（東京）書店的和算書。但是由於加

藤教授出身於名古屋，因此只要略看台灣大學的藏書也能看到名古屋的版本。而在這些

藏書中也有大坂3的藏書，即使東北大學或日本學士院裡也有藏書版本有時候也會不一

樣，寄望今後有關版本的研究。 

    由於台灣大學的藏書放置在不正規的場所，因此書況極為不佳，也有一些書本內頁

已經硬化到幾乎無法翻開。2016 年 3 月現今已用薰蒸，消毒處理，並放入和書的線裝本

（貴重書籍）的專用書庫裡控制溫度與濕度加以保存，但仍然有像真砂的細小的砂夾雜

在書中。報告者猜想這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濕度較高的地區，因此書本中的細沙是因為吸

收了空氣中的沙塵與水氣，乾燥後而產生的。此外，報告者已在 2015 年 3 月碰巧參訪

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時才知道和算書的存在，在那當中也建議修復幾本刊本，當中也

有已完成修復的和算書。像這樣修理好的和算書，將來有可能製作成目錄，數位化並一

般公開吧。 

    而由於現在沒有和算目錄，雖然不能報告和算書的全貌，但能介紹當中一些書籍，

希望能為今後的研究盡一臂之力。 

    像本稿有關目錄學的研究中，日本學士院（編）（1954-60）《明治前日本數學史》

極為有用。是號稱日本最大的和算書收藏的東北大學和算關係文庫4的藤原松三郎

（1881-1946）教授的研究書，說是幾乎網羅了日本的和算書也不為過。 

    而在會田安明直筆本的研究，利用了下浦康邦（2000）〈關於日本學士院，以會田

安名的自筆本為中心〉。但這篇論文沒有影印本，因此到了日本學士院做了實地調查。 

    本稿在文獻探討上，首先到台灣大學，及先前提到的日本學士院以外，也到留下很

多最上流・野池嘉助5的抄本的長野市公文書館進行了實地調查。在調查期間承蒙負責

圖書的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洪玉珠課長、林雅惠女士、蔡碧芳女士，日本學士院池谷

洋子女士，長野市公文書館西澤安彥氏在調閱圖書上給予諸多的幫忙與方便，藉此深表

謝意。 

 

二、國立台灣大學的和算書的系統性 

    台灣大學的收藏資料是與數學史家・數學教育家的加藤平左衛門教授相關的資料，

但不能判定這些資料是單以和算這個名稱來收集的資料。表一為筆者個人日本數學史的

分期試論，能夠看到表一、二中網羅著江戶時代的各個時代的資料。 

 

 

                                                   
3 江戶時代大阪用「大坂」兩字是較多。 
4 在東北大學裡約有 12000 筆和算資料，其中林鶴一（1873-1935）教授，藤原松三郎（1881-1946）

教授，岡本則録（1847-1931）教授等等數學講座的文庫，又有狩野亨吉（1865-1942）教授的文

庫。 
5 關於野池嘉助，請參考小林博隆（2008）〈終焉期の和算家野池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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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日本數學史分期試論6 

大區分 中區分 小區分 年代 事項  

 

和 

算 

時 

代 

律令格式時

代 

「古代」 

律令期 554- 730 曆博士來日 古 

代 格式期 731-1280 《周髀算經》重視式 

中 

世 和算時代 

「近世」 

前和算期 1247-1673 《數書九章》著 

和 

算 

期 

勘定方 

和算期 

1674-1780 《發微算法》刊行 近 

世 

地方
j i k a t a

和 算

期・紅毛算

期7 

1781-1876 《精要算法》刊行 

洋算（數

學）時代 

  1877- 東京數學會社設立 

（現・日本數學會） 

近 

代 

 

表二：日本數學史近世分期與台大藏書 

時期 代表性數學者 台大藏書 

前和算期 吉田光由（1598-1672）8 《塵劫記9》（1627; 1779） 

勘定方和算期 關孝和10（1645?-1708） 

 

山路主住（1704-1772） 

《大成算經》（1690） 

《括要算法》（1715） 

《關流算法草術》全 45 卷 

地方・紅毛和算期 關流・藤田貞資（1734-1807）11 《改正天元指南》（1698; 1792; 

1795） 

最上流・會田安明（1747-1817） 《會田安明傳書》（18-19 世紀） 

（千野乾弘 （1740-1776） （《籌算指南》 （1767） 

  也可以說 600 種網羅江戸時代（1603-1868）的各時期的和算書。 

                                                   
6 城地茂（2014）《和算の再發現》:14。 
7 此時期的和算家有兩種。一種是農村的豪農（有人得到郷士（農村的武士）資格）代勘定方武

士進行測量等「地方」工作的。還有一種是西方（紅毛）數學的漢籍書介紹的醫學者、兵學者等

特殊武士，而取其名。（請參考參考（城地茂・劉伯雯・張澔（2011）〈宋元明代数学書與「阿蘭

陀符帳」〉，城地茂・劉伯雯・張澔（2012）〈《三才發秘》（陳雯，1697 年）與「阿蘭陀符帳」〉，

城地茂・張耀祖・張澔・劉伯雯（2014）〈從東西方的格子乘法看近代日本數學-中国的「寫算」

「鋪地錦」及 Napier's bones 的傳入〉）。）。 
8 吉田光由，寛文 12（1672）年 11 月 21 日過世，相當格里曆的 1673 年 1 月 8 日。本稿東方曆

法為標準，換算格里曆的。 
9 《塵劫記》是「遺題繼承」的第一部書。和算家出題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接着別的和算家發

明解決方法，又出題更難的問題，而和算發達了。不過台大本不是「遺題本」。 
10 台大和算集沒有《發微算法》（1674 年）。《發微算法》是第一部用「點竄術」的和算書，也可

以說日本特色的數學開始的。 
11 台大和算集沒有藤田貞資的代表課本是《精要算法》（17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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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塵劫記》類 

台北帝國大學圖書編號：399073 

書名：ぢんかう記（塵劫記) 

著者：吉田 光由 

發行年：安永 8（1779）年 

種別：刊本 

１巻１冊 

15.5 x 22.3 cm 

印記：台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數學教室，（昭和）14（年）7（月）10（日） 

 

很遺憾地此非吉田光由的《塵劫記》，而是後世濫發行的其中一本刊物， 由於開頭

有「繼
Mama

子
ko

立
date

」（Josephs Question），因此能夠感了解這是有著「前和算期」的氛圍的刊物。

而在書中記載著藏書者的名字與購入年份， 「安政二（1855）卯秊（年），宏治郎」。 

 

（二）《括要算法》 

台北帝國大學圖書編號：399051-399054 

書名：括要算法  

著者：關孝和（遺編），荒木村秀，大高由昌（校訂） 

發行年：寶永己丑（1715 年）季冬中浣（大高由昌序） 

正德二（1712）壬申年正月上旬升屋五郎右衛門12 （刊） 

刊本 

4 巻 4 冊（v.1:元冊，v.2:亨冊，v.3:利冊，v.4:貞冊） 

18.5 x 25.8 cm 

印記：台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數學教室，（昭和）14（1939 年）.7（月）.10（日） 

「須藤」１行陽丸印（認印），「□□堂□□□□□□□□□」２行陽角印 

2015 年修理完成 

  

這本書在「扉」裡有著用粗字題名「括要算法」的書籍，也就是被稱為「書津堂本」，

鮮少有人知道此書在日本國內只有三本13。 

《括要算法》是關孝和死後由門弟的荒木村秀與大高由昌將遺稿整理後成書，也是

一本整理了關孝和的成就的一本書。雖說了解大綱是好事，但建部賢弘等等的高明的弟

子們都沒有參與編輯，因此很難說這是總結了奧義的書籍。 

 

                                                   
12 由日本江戸（東京）・日本橋南一丁目。升屋五郎右衛門等４家出版社出版。 
13 上野健爾・小川束・小林龍彦・佐藤賢一（2008）《關孝和論序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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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成算經》 

台北帝國大學圖書編號：415245-415254 

書名：大成算經 

作者：關孝和，建部 賢明，建部 賢弘 

寫本 

20 卷 10 冊 

17.0 x 24.1 cm 

印記：台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數學教室，（昭和）15（1940 年）.6（月）.11（日） 

「有不為齋」２行陽方印（伊藤介夫的藏書印） 

    《大成算經》為日本江戶時代最有名的數學家・關孝和的著作，是一本關流學派中

最出色的弟子們建建部賢弘，建部賢明為了獻給將軍而製作的和算書。台灣大學收藏的

寫本為伊藤軍八介夫（1833-1912）的舊藏本。雖伊藤介夫的藏書大都捐贈給昭和 14

（1939）年重建完成的懷德堂（為大阪商人的私立書院，現今由（國立）大阪大學接管），

不過可能因此著作為和算書，所以並無捐贈出去。 

 

（四）《會田傳書》173《續神壁算法評林》 

台北帝國大學圖書編號：146725 

書名：續神壁算法評林 

著者：會田 安明（編） 

年份：文化四（1807）年十一月（序） 

寫本 

1 卷 1 冊 

18.7 x 26.7 cm 

印記：台北帝國大學圖書印，數學教室，（昭和）17（1942 年）.9（月）.2（日） 

：「安明之印」２行陰正方形 

 

    本書為針對算額書《續神壁算法》（藤田貞資，1807 年）中關於「算額14」的第 59

道問題的評論。 

    會田安明創立的最上流學派中，創立始祖會田安明的個人著作不勝枚舉，不過整體

來看，出版的比例並不高，大都以寫本的形式留存於給弟子們的教科書中。學生努力抄

本會田的課本。「地方紅毛和算期15」並不滿百年，且比關流學派很多世代的交替，因此

                                                   
14 「算額」是奉給神佛的數學「繪馬」。託神佛的福，奉給者解決數學難題，感謝神佛的。不過

筆者認為「算額」也有數學塾的廣告機能。 

15 西方數學通過漢籍傳到日本的。「地
ji

方
kata

和算家」是豪農比較多，「紅毛和算家」是醫學者・兵

學者比較多。筆者認為此和算時期為出版《精要算法》（藤田貞資，1781 年）後，和算因此傳至

地方的富農階級，並隨著東京數學會社（現・日本數學會）成立（1877 年），同時西方數學已傳

到日本的時期。（城地茂（2014）《和算の再發現》：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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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摹本中連行數及字數都與會田的原著相同，想版本相當正確。 

    藤原松三郎將所有著作編上目錄及書籍編號，整理成一套《會田安明傳書》寫本群。    

《續神壁算法評林》為《會田安明傳書16》17317，雖目錄上知道此本書，不過藤原松三

郎並未看過，也就表示東北大學中並無此藏書，且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上並未被研

究。 

    台灣大學本內印有「安明之印」，為最早會田安明本人親自確認過學生的寫本，極

有可能是由會田安明的直屬弟子所撰寫。不過親筆書的話，會印有兩個章，由此可推測

此藏書並非為親筆書。另外，也與親筆書《改精算法》的原稿（日本學士院藏書，請求

號碼 880）中的字跡不同。 

    此外，收藏眾多會田安明書籍的日本學士院及山形大學的圖書館中也並無《續神壁

算法坪林》的藏書，唯獨收藏眾多野池嘉助（182718-1900）寫本的長野市公文書館知道

此本藏書19。不過，長野市公文書館本中並無印記，是由野池嘉助或其師町田正記

（1785-1857）及池田定
Sada

見
mi

（1795-1870）等人所撰寫的寫本，因此如同台灣大學本，並

未經由會田安明本人確認。期望核對過此兩本文本後，會有不同的新發現。 

 

（五）加藤平左衛門 

    主要決定買入和算書的決策者為加藤平左衛門教授，加藤雖為台北高等學校（為舊

制的高等學校，如同現今的大學通識部，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之校舍）的教授，卻也

主導了台北帝國大學的數學教室購買和算書一事。這是由於兩校皆為台灣少見的高等教

育機關，且台北高等學校比台北帝國大學更早設立台北高中，因此兩校一直為互助合作

的關係。爾後，加藤也擔任過台北帝國大學預科長一職，會收藏如此多的和算書也與此

事有關聯。 

    如同以下的簡歷（表二）所寫，加藤平左衛門畢業於研究和算有名的東北帝國大學

數學系，為數學教育的專家。 

加藤教授的簡歷為 1891 年出生於愛知縣西春日井郡山田村大字平田（現・名古屋

市西區山田町）。1923 年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學院）數學科（系）。同年擔任松

江高等學校（現・島根大學）教授。1927 年台北高等學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址）兼台

北高等商業學校（現台大管理學院）教授。 

至台北赴任後，1931 年與其師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高須鶴三郎合著《高等立體幾何

學》，並於 1933 年，1934 年，1937 年撰寫了《高等三角法》，《高等代數學》及《高等

                                                   
16 藤原松三郎從《算法傳書索引》（會田安明，1807 年）等同時代史料中整理出的文本（日本學

士院（編）（藤原松三郎）（1954）《明治前日本數學史》4:504-522）。 

17 請参考日本學士院（編）（藤原松三郎）（1954）《明治前日本數學史》4:510。 

18 《（日本長野縣）更科郡誌》云；野池嘉助生於文政 11（1828）年。但為文政 10（1827）年

生的（小林博隆（2008）〈終焉期の和算家野池嘉助〉：876）。 
19 城地茂・劉伯雯（2017 待出版）〈台灣大學藏書《續神壁算法評林》（會田安明，1708 年）與

算額〉《（京都大學）數理解析研究所（RIMS）講究錄》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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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積分學》（上下卷）等多本教科書。之後開始和算研究，1939 年著〈和算ノ行列式

展開ニ就テノ檢討（針對和算行列式展開之檢討）〉，是加藤的第一部和算研究論文載於

《東北數學雜誌》。1944 年台北帝國大學預科長，屬於數學教室20。1945 年台灣大學數

學系教授。1949 年名城大學理工學部教授。21 

 

表三：加藤平左衛門教授之簡歷 

1891  生於愛知縣西春日井郡山田村大字平田（現・名古屋市西區山田町） 

1917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現廣島大學）畢業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數學教師 

1923  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數學科畢業 

      松江高等學校教授 

1927  台北高等學校兼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 

1931  著《高等立體幾何學》 

1933  著《高等三角法》 

1934  著《高等代數學》 

1937  著《高等微分積分學》（上，下巻） 

1939 著〈和算ノ行列式展開ニ就テノ檢討（針對和算行列式展開之檢討）〉 

1941  設立台北帝國大學預科，擔任數學教授 

1943  著《和算方程式論》→加藤（1956）  

1944  台北帝國大學預科長 

      著《和算整數論》 

1945  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1949 名城大學理工學部教授 

1950  名城大學數學會初代會長  

1951  名城大學第一教養學部長 

1954  著《和算研究》雜論 I， II， III. 補遺 1， 補遺 2 

1956  著《和算研究》方程式論 

1964  著《和算研究》整數論 

1964 榮獲紫綬褒章 

1967-8 著《日本數學史》 

1966  榮獲勲三等瑞寶章 

1976  過世 

    昭和初期時，除了復刻本和算書外，運用現存的台灣大學和算書等著作撰寫出的《和

                                                   
20 台北帝國大學理学部沒有數學科。 
21 加藤平左衛門・佐佐木力（編）（1957; 2011）《和算の研究・方程式論》〈著者介紹〉。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113 

算方程式論》，也經由台北高校出版。此書成為爾後延伸撰寫出《和算研究》整數論（1964

年）的加藤平左衛門的主要代表作。 

 

三、結語 

    如同以上所述，「台灣大學和算集」（暫名）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庫，期待公開發

表後的相關研究。有關和算（日本數學）和天文學的貴重書籍也計約 600 種。以海外的

和算書收藏來說，可以說是以往規模最大的藏書，甚且超過美國議會圖書館館藏的 404

本，譽為世界最大的海外和算收藏應不為過。又，美國議會圖書館的收藏是圖書館員・

本田正靜 (1929-2015) 收集的，而國立台灣大學的收藏則是著名的和算研究家・加藤平

左ヱ（衛）門 (1891-1976) 收集的，因此內容方面也超越美國議會圖書館的。 

「台灣大學和算集」中，除了《續神壁算法評林》外，也收錄了不少《會田安明傳

書》，不過根據至今為止的調查，印有「安明之印」的著作只有此書，表紙等部分也與

其他本《會田安明傳書》不同。從印記可看出台灣大學本《續神壁算法評林》是於昭和

17 年（1942）9 月 2 日購入；其他的選集也於昭和 13 年（1938）左右逐漸購入，算是

較晚才購入的書籍。購入《關流算法草術》（山路主住）及昭和 14 年的《括要算法》（關

孝和，1712 年）等書後，加藤平左衛門首先收集關流學派的相關著作，並於 1939 年出

版首本著作〈針對和算行列式展開之檢討〉，為關流學派的相關研究。接著於昭和 16 年

（1941 年）購入《大成算經》寫本後，才買進《續神必算法評林》。 

除了原典以外，昭和（1926-1989）初，古典數學書院22的和算書復刻本上市。台灣

大學留下了 49 筆復刻本，加藤利用近代的這些資料進行研究的23。 

雖無法了解完整的來龍去脈，不過已可猜測當時應該是於加藤平左衛門收集關流學

派的相關書籍後，因關流與最上流的爭論是地方和算期的重要部分，開始收集最上流學

派的相關書籍。「台灣大學和算集」即是有系統性的整理所有相關文本的珍貴選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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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4, 5553 volumes of Chinese books, 2744 volumes of Japanese 

books and 1256 volumes of Modern Japanese books of Taihoku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ere found at the Hall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bout 600 books are Wasan (Japanese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ical science) collections.  It must be the biggest Wasan collection at the 

oversea of Japan.  It was said that the biggest Wasan collection in America i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hich has 404 books for Wasan, which were the librarian, 
Honda Shojo (1929-2015) collected. 

The collection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wever, were collected by prof. 

Kato Heizaemon (1891-1976), former professor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aihoku High School, who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asan researcher.  Prof. Kato 

graduated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o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hich is one 

of the center of Wasan studies in Japan.  Therefore prof. Kato already studied Wasan, 

and collected Wasan books systematically.  He bought Wasan books of Seki-ryu 

school, then bought books of Saijo-ryu school, that is to say, this collection has quite 

good quality.  Prof. Kato bought Wasan books since 1938, then these books must 

become the basement of his Wasan studies.  Actually he published the Wasan no 

Hoteishiki-ron in 1943 at Taipei, which is the core of his lifework of Wasan no 

Kenkyu since 1954.  And prof. Kato's first work of Wasan of "Wasan no 

Gyoretsu-shiki Tenkai nitsukiteno Kento" was already published on the Tohoku 

Sugaku Zasshi in 1939. 

 

KeyWord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an-sho (Japanese Mathematical Arts), 

Kato Heizaem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