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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    

────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1642?1642?1642?1642?----1708170817081708））））殁後殁後殁後殁後

300300300300 週年而作週年而作週年而作週年而作    

 

 

 

城地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本會委員） 

 

    

 

19、20 世紀的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是「現在史觀」，所謂「現在史觀」是指以現在

為基準來檢視過去的史觀，是史學中最原始的方法。但由於是原始的方法，所以有易懂，

容易研究的特徵，藉由此方法來研究日本的數學，特別是使得江戶時代的和算變得更淺

顯易懂也是事實。但是由於基準是西洋數學，而以此基準來驗證和算，所以與西洋數學

類似的和算是出色的數學，而與西洋數學相違背的則被認為是迷信或非科學而遭排斥。 

故筆者試著以 21世紀的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即以時間・空間及社會３個方向來

分析，做為日本數學史的分期。如下表； 

 

大區分 中區分 小區分 年代 事項 古

代  

和算 

 

時代 

律令格式時

代（古代） 

律令期 554- 730 「曆博士」來日 

格式期 731-1280 《周髀算經》重視令 中

世 和算時代 

（近世） 

前和算期 1281-1673 宋朝滅亡、元寇 

和 

算 

期 

勘定方和算期 1674-1780 《發微算法》刊行 近

世 
地方和算期 1781-1876 《精要算法》刊行 

洋算（西

方數學）

時代 

  1877- 東京數學會社（協會）

的設立 

近

代 

 

2008 年為關孝和 （1642? -1708） 殁後 300 週年、故特別注意日本・江戶時代

（1603-1867）的日本數學、將之區分為「勘定方和算期」和「地方和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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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和算（日本數學）、關孝和 （1642? -1708）、「勘定方和算期」、「地方和算期」、

江戶時代、分期問題 

 

一一一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筆者研究的起點是三上義夫的《文化史上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數學（在文化史上所見

的日本數學）》
[1]

。這就如同筆者在書評
[2]

論述一樣，是來自「現在史觀」的告別。所謂

「現在史觀」是指以現在為基準來檢視過去的史觀，是史學中最原始的方法。但由於是

初期的方法，所以有易懂、容易研究的特徵，藉由此方法來了解日本的數學，特別是江

戶時代的和算變得更顯然明白也是事實。 

三上義夫（1875-1950）以前的研究是根據此「現在史觀」而來的。如川北朝鄰

（1840-1919）、遠藤利貞
[3]
（1843-1915）等人，曾學習西洋數學的和算家本身將自己的和

算記載下來。當然，在那份記載中，比任何人都還詳細。而由於學會西洋數學，從「現

在（幕府末年到明治）」的西洋數學的觀點來記載和算，故在廣泛介紹和算上很成功。 

但是由於基準是西洋數學，以其基準來驗證和算，與西洋數學類似的和算是出色的

數學，與西洋數學相反的則認為是迷信或非科學而被排斥。並且，大多的評價是和算的

某部份相當於西洋數學的萌芽，或是在西洋數學之前的定理。 

相對於此，三上是從日本史來考察日本的數學。「方陣」（魔法陣）在東洋數學中，

自「洛書」以來就跟宇宙論及哲學連結在一起發展，但在中國，在明代傳來的使用數學

是不被當成數學來看
[4]

。另一方面，從文化史觀點來研究的三上，他出版了三上義夫

（1917）《和算之方陣問題》這本書。因此，首次提起「文化觀點」就是三上。 

筆者的方法是讓三上的「文化史觀」更加發展。歷史學是人類最古的學問，從以前

就有範例，此研究方法也逐漸被研究。但在日本數學史研究中，包括三上，都不重視以

先人研究的學問為基礎，使其發展的基礎作業。 

因此，本稿可說是歷史學的基本，考察時代區分問題。由於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全

部論述 1500 年日本數學史，故考慮江戶時代的區分。做時代區分，不論是以現在為基

準考察的「現在史觀」、以過去為基準的「過去史觀」，或以未來為基準的「未來史觀」，

都是全部的基本
[5]

。 

另外，藉由比較時代的方法，從作業中找出其相異點是理解和算最確實的方法。 

 

二二二二、、、、江戶時代的和算時代區分江戶時代的和算時代區分江戶時代的和算時代區分江戶時代的和算時代區分 

川北和遠藤，他們的和算無庸置疑是日本數學。但是，雖說是江戶時代的和算，吉

                                                 
[1]
 初次出現是在《哲學雜誌》vol.37(1922)，no.421-426。 

[2]
 城地 茂（1999）〈現在史観之終焉〉《數學講座》vol.30, No.10(457):85. 

[3]
 出版日本最初的數學史書—遠藤利貞(1896)《大日本數學史》。此書之後以《增修日本數學史》再版。 

[4]
 梅榖成(雍正年間)在清代時編輯《算法統宗》；出版了《增刪算法統宗》，但方陣不被認為是數學而刪除

掉。凡例云;「原書首揭河圖洛書。以見數有本原似也。然圖書之大用在划卦敘疇。凡陰陽術數之書。莫不

援以為重。令發明九章。毋庸效尤。故去之。」 
[5]
 請參照石田一良(1955)《文化史學 理論和方法》，石田一良(1989)《日本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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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光由（1598- 1673）
[6]

時代的數學、關孝和時代的數學、還有川北、遠藤學習了藤田貞

資
[7]

及會田安明
[8]

的數學，在社會上皆不同。江戶時代的數學是以南中國數學（珠算數學）

為基礎，擷取北中國數學（算木（籌）數學）的優點，並且做出日本獨自的數學，這些

點是相同的。然而，吉田是從事海外交易的角倉了以（1554-1614）一族的，以商業數學

為中心，並製作彩色印刷等，在販售和算書籍也花不少心力。 

    關孝和為「御家人」（步兵）的次男，一般來說要成為武士是很困難的環境。雖然

和算的影響不能直接證明，但其父親‧內山永明（ ? -1662 ? ）成為與天守番（守護城

牆的戰士）不同的「勘定方」（會計）的武士。由於和算與會計的關係很密切，和算對

關孝和作為武士的成功，可以易於想到和算給予好的影響。且其職位升等到父親以上的

地位，「旗本」（騎士）的「納戶組頭」（秘書課長）。再加上，幕府需要改暦
[9]

，而從事

這樣工作的和算家並不少
[10]

。故此時代的和算是以武士為中心，對「勘定方」有用的數

學更一進步使和算提高到學術的數學為中心。因此，筆者提倡稱作「勘定方和算期」。 

 

              

      圖一、 關孝和的郵票（1992 年） 

 

藤田和會田生於農村。江戶時代因實施兵農分離政策，武士住在城邑而農民住在農

村。然而，到了江戶中期以後，商品經濟開始活絡起來，區分武士(消費者)和農民(生產

者)是當然的結果。 

因此，在農村有力的豪農層（「地方（Jikata）三役
[12]

」）將本來自作農（「本百姓」）的土

地買收成為寄生地主。相反的失去土地的自作農成為小作農（「水呑百姓」）自此階層分

離。這樣的豪農層成為了江戶時代社會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的支持核心。那些豪農層所

                                                 
[6]
 江戶時代最普及的《塵劫記》(吉田光由、1627 年)的作者。以因和中國交易而被帶來的《算法統宗》為

基礎，是集大成於室町時代以來的數學。 
[7]
 江戶中期的數學者，代表著作為《精要算法》(藤田貞資，1781 年)。筆者稱作「地方和算期」，但將關

流和算在農村的豪農層裏廣泛推行和算。自己也是出生於武藏國本田村(現‧埼玉縣深谷市)的本田家、富

農的三男，之後成為武士。 
[8]
 江戶時代中期的和算家。為對抗關流，而創設最上流和算，遍布於東北地方。 

[9]
 《貞享暦》(涉川春海、1684 年)為日本人最初的太陰太陽暦。 

[10]
 隨著山路主住(1704-1773)整頓關流和算的制度，而成為幕府天文方。另外，其子山路之徽(1729-1778)

也接任幕府天文方，甚至其徒弟戶板保佑(1708-1784)也在仙台藩從事天文學。 
[12]

 「名主（庄屋、肝煎）」（代表）、「組頭」（補佐）、「百姓代」（監査）。 

圖二、名古屋市立鶴舞中央圖書館

所藏《古說記》
[11]
第 6頁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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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數學，也就是以測量和比例分配為基礎，將它們提升到學術性的就是這個時代的

數學。因此，筆者想要提倡將之稱為「地方和算期」。和算塾（補習班）眾多林立，互

相競爭並流行以「算額」來寄贈給神社或寺院。在農村做為代替出版活動的工作，也有

助於對和算塾的宣傳。 

 

     
圖三、日本・愛媛縣伊豫郡中稲荷神社的「算額」 

 

像這樣光只是在江戶時代就有三個時代的區分。 

大區分 中區分 小區分 年代 事項 古

代  

和算 

 

時代 

律令格式時

代（古代） 

律令期 554- 730 「曆博士」來日 

格式期 731-1280 《周髀算經》重視令 中

世 和算時代 

（近世） 

前和算期 1281-1673 宋朝滅亡、元寇 

和 

算 

期 

勘定方和算期 1674-1780 《發微算法》刊行 近

世 
地方和算期 1781-1876 《精要算法》刊行 

洋算（西

方數學）

時代 

  1877- 東京數學會社（協會）

的設立 

近

代 

表一、日本數學史的時代區分
[13]

 

    

三三三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表一的時代區分並非依據西洋數學的基準來實行。也並不是從相等於微積分來做時

代區分，而是從對於外來數學是採取何種態度來吸收的觀點做為時代區分。 

首先，在大區分裏是依據日本對於外來數學是用何種態度面對來做時代區分。也就

是說「古代」是模仿北中國數學的時代。將先進的中國文化多麼快速正確的導入是這個

時代的價值觀，將它修正為符合日本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 

另一方面「近世」是取捨選擇多樣文化的時代。在日本，宋元代的籌算數學和明代

的珠算數學幾乎是同時傳來。籌算的計算速度較慢，但是可以放置多種項目能解開高次

                                                 
[13]

 城地茂(2005)《日本數理文化交流史》:2 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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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把行星的軌道用２次式或３次式讓它相近似來計算等等是支持天文學的數學。

曆法的頒布是皇帝的權利和義務，可以說是為了維持北中國的水利社會的數學。另一方

面，珠算有著四則演算快速的特徵。 

對於商業計算有著極高的強項，並不是計對天文學的計算等等的數學。是支持南中

國的民間商業社會的數學。在近世，由於這二者幾乎是同時傳來，所以日本的數學者將

它們的特徵靈活運用。因此，外來數學並非絕對的東西，針對日本應用時，以符合日本

的實情來做變化，更進一步的誕生了新的數學。關孝和的「點竄術」是將籌算數學的「天

元術」筆算化之後的數學，使得以往無法解開的複雜高次方程式也可以解開了。 

如此，表一的大區分，並非只有時間連空間也可以加入分析。 

「近世」的小區分裏，考量各自的數學負責人的社會地位。藉由關孝和雖然能讓日

本確立獨自的數學，可是這是狹義的和算。但是，關孝和的時代，主要勘定方的武士是

文化的推手。是江戶幕府成立，為了讓統一、和平的社會運作的數學。武士並非只是戰

鬥集團，有支持這樣機構的技術官僚，最初測量等等的是必需的數學。這些機構，很快

的為了計算出圓周率小數點以下數十位欄的計算，因為光只是計算在時間上是不可能

的，所以便往思考收束方法的學術性數學發展
[14]

。到了江戶時代後半經濟中心變成了豪

農。實際上，擁有土地為了生產而管理村落的人們是擁有力量的。為了建造堤防開發全

新的農田是必需要數學。由於這樣的數學必需要培養很多的人材，因而建造了大量的和

算塾。比起為了工程計算正確的圓周率，也有使用計算方便的數值。√10 大約是 3.16，

但對工程來說這樣程度的數值就十分足夠。實際上在計算時，若是把數值 10 倍開平方

的話就能求出，因此就沒必要去記得圓周率。使用圓周率近似值 22/7 的話，22 倍必須

被 7 除盡，但對和算家來說，被認為除法也好開平方也好所費的工夫是相同的。總之，

這樣的無理數的性質成為感興趣的對象，將無理數以連分數來表示時，那數值循環將被

歸納確認
[15]

。 

如此，藉由把數學當成必要的社會階層數學也變的多樣。因此，筆者把像小區分般，

將江戶時代大區分成「勘定方和算期」和「地方和算期」。 

在社會被當成必需的數學並不多，數學大部份可以說是「無用之用
[16]

」。另外，對

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來說，數學的的實用性難以理解，因此，和算一般被評論為是興趣。

但是，和算並非是茶道或花道這樣的技藝，它是擁有典範（Paradigm）的科學。 

雖然有些畫蛇添足，稱為文化的技藝，它的變化是並列而行的，很難說明某個文化

之後出現的是什麼文化。但是，科學是不斷累積直列的東西，藉由典範的變化就能以說

明下個文化。 

像這樣使用時間、空間還有社會來做時代區分比較，是筆者所思考的日本數學史的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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