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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和算發展之分期 
 

黃俊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研究所） 

 

摘要：本研究中，對江戶時期重要和算文本進行研究與考察，並參考過去日本數學史相

關研究，除了考量江戶時期外在社會、文化、教育之相關脈絡與因素，並著眼於內在數

學知識發展，將江戶時期和算發展分成三個大時期與七個小時期。 

 

關鍵字：和算、分期、江戶時期、日本數學史。 

 

 

一、 前言 

 

相對於中算而言，和算是日本江戶時期所發展出的本土數學文化與數學知識活動。

綜觀過去的和算史著述，包含早期遠藤利貞、藤原松三郎、三山義夫所著之日本數學史

專書，乃至近期和算研究者徐澤林、城地茂等人，皆曾對日本數學史或和算發展作了簡

要之分期。 

然這些學者對於江戶時期的和算分期，主要放在整個日本數學史的脈絡中討論，分

期的方式也較為粗糙。其中，城地茂進一步考量了江戶時期的社會因素，以《精要算法》

刊刻的 1781 年為界，將江戶時期的和算分為「勘定方和算期」與「地方和算期」。1然

上述這些分期一方面時間跨度較大，也較無考慮到和算內在數學知識發展，因此，筆者

感興趣的是，在加入了內在「數學知識」以及相關「知識活動」後，江戶時期和算發展

該如何作分期？ 

因此，本研究裡，首先考察並研究了江戶時期重要的和算文本，以深入了解和算內

在數學知識之發展，並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們對於江戶時期和算之相關分期，並

加入「數學知識」以及「數學知識活動」向度後，提出新的分期方式。 

其中，關孝和是最知名也是早期最重要的和算家，其創立的算學學派－關流亦為江

戶時期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流派。其它諸如宅間流、最上流、宮城流等流派，無論是創

立的時間、重要和算家人數、著作數量、算學成就乃至影響力，皆無法與關流比擬。因

此，本研究除了考量當時外在社會、文化、教育等因素外，在不失偏頗的情況下，主要

基於關流重要數學家之相關著作與內在數學發展，2對江戶時期和算發展，作一更細緻

                                                      

黃俊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研究所研究生，電郵：austinova@hotmail.com 

1
參考城地茂，〈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1642?-1708)歿後 300 週年而作〉， 

《科學史通訊》，第 33 期，2009 年，頁 26-32。 
2
 筆者考察了關孝和、建部賢弘、松永良弼、久留島義太、藤田貞資、安島直圓、小出兼政等重

要關流和算家約 50 部代表性著作。並也參考了宅間流、最上流之會田安明等其他非關流重要數

學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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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期。 

 

二、過去專書與研究之分期 

如前所述，一般日數學史家對於江戶時期日本數學史的分期上，主要是將其置於整

個日本數學史的大脈絡中討論。例如早期遠藤利貞（1843-1915）的《大日本數學史》，
3將日本數學史分成五個時期：1.上古的數學（神代至宣化天皇時期）；2.中國數學的採

用時期（欽明天皇至慶長、元和年間）；3.日本數學再興時期（慶長、元和年間至延寶年

間）；4.日本數學新發時期（延寶年間至明和年間）；5.日本數學高進時期（明和年間至

明治 10 年）。4
  

而藤原松三郎（1881-1946）之《明治前日本數學史》，5則將和算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1.從飛鳥奈良時期到江戶初期，約 1000 年的時間，稱作中國數學攝取時期；2.從延寶天

和時期到寶曆初年，約 100 年的時間，稱做日本數學的創建時期；3.從寶曆以後至明治

維新，稱做日本數學發展普及時期。6
  

另外，D. E. Smith 與 Yoshio Mikami 的著作中，將日本數學史區分成五個時期：第

一期－古早時代~西元 552年；第二期－西元 552年~1600年；第三期－西元 1600年~1675

年；第四期－西元 1675 年~1775 年；第五期－西元 1775 年~1868 年。7
 

近人徐澤林的《和算選粹》，8概略地將日本的數學發展分成下列時期：1.日本早民

族的早期歷史與數學發展（西元前三世紀之前）；2.大陸文化的第一次移植（西元前三世

紀至西元五世紀）；3.唐文化的移植與日本律令時代的算學（五世紀至十世紀）；4.戰國

時代的和算空白期（十世紀至十五世紀）；5.南蠻時代的日本數學（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

世紀初）；6.元祿、享保時期和算的飛躍發展（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7.江戶

後期和算的中興與普及（十八世紀中葉至幕末）；8.日本現代數學建制化與和算的廢止（十

九世紀中葉之後）。 

而城地茂則加入「社會因素」，對和算的發展與分期提出其看法，他認為和算早期

和「勘定方」（會計）非常密切，此時代的和算是以武士為中心，對「勘定方」有用的

數學更進一步使和算提高到學術的數學為中心。另外，江戶後期以後，商品經濟開始活

絡，豪農階層漸成為了江戶時代社會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的核心。因此，他們所需的數

學是以測量和比例分配為基礎，並且建造堤防等工作需要數學，因而培養許多人才，同

時也建造了大量的和算塾。此時期，和算塾眾多林立，互相競爭並流行以「算額」來寄

                                                      
3
 《大日本數學史》為遠藤利貞歷時 16 年所完成的巨作，其於明治二十九年出版。該書主要以

編年史形式，依時間先後順序並以和算人物為中心，系統地敘述了日本民族上古至明治時期的重

要人物、書籍、事件以天文曆算之成就。而後，遠藤與三上義夫為該書作增補修訂，於 1918 年

以《增修日本數學史》重新出版。 
4
 參考徐澤林，〈民族主義與東亞數學編史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7，

頁 16-17。 
5
 藤原松三郎著《明治前日本數學史》，其死後日本學士院修訂出版。 

6
 參考徐澤林，〈民族主義與東亞數學編史問題〉，頁 18-19。 

7
 D. E. Smith and Yoshio Mikami, A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Compasswallah Publisher,1994. 

其中的 Yoshio Mikami 為日本數學史家三山義夫。 
8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科學出版社(北京)，2008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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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給神社或寺院。9因此，城地茂以時間、空間及社會的分期方式，將近世的和算時代

區分為《發微算法》刋行之前的前和算期（1281–1673）、《發微算法》刊行至《精要算

法》刊行的勘定方和算期（1674–1780），以及《精要算法》刊行至東京數學會社設立的

地方和算期（1781–1876）。 

從這些學者的分期來看，與江戶時期和算有關的時期，包含了遠藤利貞《大日本教

學史》裡的第 3 至第 5 時期；藤原松三郎之《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的第 2 階段與第 3 階

段；D. E. Smith 與三上義夫的第 3 至第 5 時期；徐澤林《和算選粹》的第 6 至第 8 期，

或者城地茂的「勘定方和算期」和「地方和算期」。從這些學者的分期，可以概略看出

他們對江戶時期的和算發展，主要是劃分成關孝和《發微算法》（1674）之前，再來是

關孝和至和算開始普及的十八世紀中期，最後則是十八世紀中期普及化至和算終結。 

筆者基本上認同這樣的分法，關孝和《發微算法》以及十八世紀和算走向公開與普及是

兩個重要的指標。 

然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若再考慮內在數學知識發展，並聚焦於江戶時期約 270

年的跨度，如何將整個此時的和算發展作更進細緻的劃分。因此，在下一節裡，筆者除

了大致維持前述學者們三個主要時期的分期方式外，並加入筆者自己的劃分標準，同時

也針對這三個時期，依據各時期裡的重要數學文化活動以及內在數學知識發展脈絡，各

再作更進一步的分期。 

 

三、江戶時期和算之分期 

有些學者提出以江戶初期《塵劫記》刊刻作為和算起始點的看法。而日本數學史界

習慣認為，以《發微算法》的出版為標誌，表明日本數學開始從中國數學中獨立出來，

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10因而贊成以之作為和算的開始。 

然筆者認為，江戶初期 1620 年代的本土數學書《割算書》或實用數學書《塵劫記》，

反映了當時社會不管在檢地、測量、建築、工程、人夫、錢糧、交易等方面對於「算用」

知識之需求，而《塵劫記》作為當時民間教科書並廣泛地流傳，也推動了實用數學的普

及。而始於關孝和之前，由遺題版《塵劫記》所帶動的遺題繼承風氣，更是江戶時期日

本數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數學知識活動與文化特色，而此遺題繼承風氣後來也影響

了《發微算法》之刊行。因此，不能將江戶初期至 1674 年這段時間的日本數學發展與

數學知識活動置於和算之外，同時，本研究目的是欲對整個「江戶時期」進行分期，因

此，採取較寬鬆的標準－以《割算書》與《塵劫記》刊刻的 1620 年代作為和算的開始。 

《發微算法》的出版乃至關流的建立，是和算獨立發展的重要劃分點。再就和算家

的地域與身分來看，初期是以江戶為中心所展開的，主要和算家身分為武士。江戶後期

（十八世紀中後期）才普及到東北地方等農村部落，數學教育的中心從武士漸漸轉移到

農民階級。11而後，更進一步遍佈整個日本。因此，將 1767 年《拾璣算法》公開關秘傳

知識之後，稱為地方普及期。 

                                                      
9
 參考城地茂，〈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1642?-1708)歿後 300 週年而作〉，

2009。 
10

 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77。 
11參考城地茂，(日本江戶時代數學教育家之分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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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於和算終結的時間，筆者認同過去學者們較普遍的共識，以明治五年（1872

年）日本政府頒布新制學令與數學教學大網，明令只能教洋算並廢除和算作為和算結束

點。12
 

綜言之，本研究參考過去日本學者以徐澤林、城地茂等人對於和算分期之想法，對

十七世紀江戶時期開始至十九世紀全面廢除和算，這長達 250 年的和算發展作如下之分

期： 

一、前關流期（1622-1673） 

1. 初發算用期：十七世紀初期（1622~1640） 

2. 遺題過渡期：十七世紀中期（1641~1673） 

二、奠基秘傳期（1674-1766） 

3. 開拓奠基期：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初期（1674~1721） 

4. 綴術圓弧期：十八世紀中期（1722~1766） 

三、地方普及期（1767-1877） 

5. 公開普及期：十八世紀後期（1767~1806） 

6. 圓理豁術期：十九世紀初期（1807~1842） 

7. 西化終結期：十九紀紀中期（1843~1872） 

其中，筆者先將 1622-1877 年這 250 年的時間分成三個大時期：一、前關流期；二、

奠基秘傳期；三、地方普及期。接著，進一步考量和算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知識脈絡等因

素，將江戶時期的和算三個主要大時期，再細分成七個小時期。在考察各時期重要之和

算著作以及重要數學知識發展後，筆者將藉以區分各個時期之關鍵重要事件或著述列於

表 1： 

 

表 1 和算分期之關鍵事件 

時期 年代 關鍵重要事件或著述 

前關流期 初發 

算用期 

1622 ~1640 

 

1622 年，《割算書》與《塵劫記》等日本

本土數學書誕生 

遺題 

過渡期 

1641~1673 

 

1641 年，遺題版《塵劫記》引發遺題繼

承風氣 

奠基秘傳期 開拓 

奠基期 

1674~1721 

 

1674 年，《發微算法》刊刻，標誌和算脫

離中算限制，獨立發展 

綴術 

圓弧期 

1722~1766 

 

1722 年，《綴術算經》以冪級數展開式表 

示弧長，引發和算家以綴術研究圓與弧相 

關問題 

地方普及期 公開 

普及期 

1767~1806 

 

1767 年，《拾璣算法》刊刻，公開關流秘 

傳知識，《精要算法》使和算走向普及化 

1806 年關流與最上流數學論戰結束 

                                                      
12

 烏雲其其格提到以此為和算終止的時間點，一般學者們較沒有異議。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 

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上海辭書，200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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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理 

豁術期 

1807~1842 

 

和田寧的時代，圓理豁術成為此時期數學 

研究之主流 

西化 

終結期 

1843~1872 

 

1872 年，頒布數學教學大綱並明令廢除

和算 

 

接著，筆者並將這三個大時期以及七個小時期中相關內在數學知識發展，以及與外

在社會、文化之重要連結，整理成表 2。 

 

表 2 和算各時期知識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 

大 

時期 

小 

時期 

年代 內在數學知識發展 與外在社會、文化之連結 

前 

關 

流 

期 

初發 

算用期 

1622 ~1640 

 

算用知識 

受《算法統宗》影響 

算用數學：檢地、測量、建築、

工程、人夫、錢糧、交易等社

會需求 

遺題 

過渡期 

1641~1673 

 

算用過渡至算術 

遺題繼承 

吸納中算 

遺題繼承風氣 

社會需求 

奠 

基 

秘 

傳 

期 

開拓 

奠基期 

1674~1721 

 

知識之整理與基本知

識架構確立：立方程與

解方程、招差、垛積、

諸約、角術、圓理13
 

流派之成立與免許制建立 

天文、曆法 

武士階層 

勘定方（會計） 

整理 

綴術期 

1722~1766 

 

綴術 

圓與弧相關問題 

天文、曆法 

知識整理 

免許制完善 

地 

方 

普 

及 

期 

公開 

普及期 

1767~1806 

 

算額問題 

截斷術與穿去題 

數學論戰與數學價值 

公開與普及 

流派論戰 

算額的興起 

農民階層 

圓理 

豁術期 

1807~1842 

 

圓理豁術 

表之創制與應用 

圓理八問 

算學道場林立，習算者深入各

階層 

算額奉納風氣鼎盛，遍及各地 

西化 

終結期 

1843~1872 

 

漢譯西方數學書傳入 

翻譯西方著作 

學習西方數學知識 

 

日本開國 

明治維新 

西方算書傳入 

全面西化、明令和算廢止 

 

其中，影響最深遠的關流和算家們，主要活躍於第三至第七個時期。下一節裡，筆

                                                      
13

 包含《三部抄》、《七部書》、《大成算經》以及《括要算法》等書，奠定了和算基本知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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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便對上述分期的理由與想法，以及各時期重要內在數學知識發展以及和算和外在社

會、文化之連結作一說明。 

 

四、分期之依據與各時期概述 

 

第一時期－初發算用期 

1603 年，德川家康被任命為大將軍，並在江戶開設幕府，江戶時期開始。1622 年，

毛利重能《割算書》出版，14而百川治兵衛的《諸勘分物》以稿本的方式問世，主要內

容皆是實用數學知識。另外，1627 年吉田光由以中算書《算法統宗》為藍本，出版了實

用算書《塵劫記》，此書廣為流傳、深受商人、職人與武士的喜愛並影響深遠。15這個時

期，日本本土數學著作誕生，然主要內容多與實用數學有關。受當時社會對於「算用」

之需求與驅使加以私墊教學的普及，也使得「算」得以深入庶民及武士階層。 

 

第二時期－遺題過渡期 

1641 年遺題版《塵劫記》問世，書末提出問題並向讀者徵解，進而引發了和算家遺

題繼承的風氣，使得遺題繼承成為此時期最重要的和算文化與數學知識活動，此時期一

系列著述皆與此風氣有關。加上算學私墊林立，一方面吸引更多算學人才，同時也發展

出各種新問題，此外在社會動因以及問題本身的內在困難度驅使之下，和算家開始學

習、消納中算天元術，並研究新的方法、包含設立方程、消元與解複雜方程，用以解決

各類難題。 

而此一時期也是從算用至算術的過渡期，例如《算俎》一書雖然主要內容為換算、

交易、實用幾何問題以及面積與體積之計算，但書中也進一步割圓至 32768 邊以求圓周

率近似值，同時也提出求球體積近似值的方法。顯示當時和算家感興趣的問題從實用數

學至純數學問題的一種過渡。 

 

第三時期－知識開拓與奠基期 

1674 年關孝和《發微算法》一書，為解前人遺留之難題，發展出傍書法符號系統與

筆算代數系統，書中亦使用了許多列方程式與解方程式的方法，標誌著和算家跳脫中算

天元術的限制，走向獨立發展。從此時期至十八世紀初期，包含關孝和所作，以抄本形

式在關流內流傳的《三部抄》與《七部書》，加上其死後弟子刊刻出版的《括要算法》，
16奠定了和知識與問題之基本架構。再就制度化面向來看，和算最重要的流派關流形成，

乃至免許制的建立，規範也確定了和算知識的基本體系與架構。此外，由關孝和、建部

                                                      
14

 毛利重能是和算史上第一位知名的數學家，《割算書》刊刻約 1000 本，其內容包括珠算知識

以及錢糧、粟布、借貸、買賣、檢地、工程、人夫、測量等實用問題。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

頁 16。 
15

 內容包含珠算、換算、借貸利息等商業計算，以並有關土木建築、面積、體積之計算等，作

為役人所需數學知識。除了用語與度量衡有別於中國算書，主要內容受中國明代算書影響。 
16

 《三部抄》包含《解見題之法》與面積體積公式有關；《見隱題之法》與一元高次方程式之求

解有關；《解伏題之法》與多元方程組之消去求解有關。而《括要算法》一書分四卷，分別處理

了招差垛積、諸約、角術、圓理四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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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弘與建部賢明合編的《大成算經》一集當時和算研究之大成，大大提升了「算學」專

業化地位。 

 

第四時期－知識整理與綴術期 

1722 年建部賢弘《綴術算經》，首先求得弧長之冪級數展開式，往後「綴術」便成

為和算家解決問題的新利器。以藩主內藤政樹為中心，受其贊助的和算家松永良弼、久

留島義太以及山路主住等和算家，便成為此一時期的主要焦點。 

松永良弼在《方圓算經》與《方圓雜算》主要處理了圓周率、弧、矢、弦、距面弦

等問題，主要是將所求幾何量表示成已知量的冪級數展開式（綴術），並求得了精確的

圓周率近似值。其也在《算法綴術草》一書提出了開方綴術，推廣了二項式定理。久留

島義太在綴術求弧長、魔方陣、平方零約術、極值問題等方面多有研究。此時期，松永

良弼和山路主住整理了關流傳書，並完成了關流五段免許制，實現和算流派的制度化。

此外，中根元圭與山路主住在天文、曆算方面也多有研究。 

換言之，綴術成為此時期數學研究新工具，並用以解決各類圓弧相關主流問題，同

時，數學知識之整理與免許制度化的完成也是此時期的重點。 

 

第五時期－公開普及期 

1767 年有馬賴徸以藩主的身分刊刻《拾璣算法》，公開了許多原是關流密傳的知識

內容。17輔以 1781 年藤田貞資《精要算法》問世，成為當時重要的數學教科書，並廣收

門人，自此和算走向普及之路，富農階層也漸取代武士成為主要數學教育之中心。隨和

算之普及，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算額奉納風氣也逐漸走向高峰，加以多本算額集之刊刻，

也展現出算額制度化之功能與角色。 

此時期，安島直圓除了展現創題與解題的才華之外，其創立對數表與綴術括法，用

於開方與數值計算，同時，他也利用截斷術（截徑法）與多次綴術，解決了弧長與穿去

積問題，承先啟後地為往後算題研究開啟新方法與新路。另一方面，會田安明 1785 年

著《改精算法》引發了關流與最上流之間長達 20 年的數學論戰，18是這時期重要事件，

而這場論戰體現了流派間的數學競技與交流，也展現出和算家對於數學知識價值的重要

判準。 

 

第六時期－圓理豁術期 

和田寧是十八世紀初期最重要的和算家，他創製各類「表」，一方面呈現許多數學

性質，也作為解題之利器。他吸收了安島直圓的截斷術發明了圓理豁術，藉由這些表，

以類似積分法的方式，一般性地解決了許多橢圓周長、各類穿去積、交周等圓理難題。

而許多等後期重要和算家皆曾向和田寧學習圓理豁術，例如內田五觀的圓理豁術相關著

作或小出兼政的《圓理算經》所列諸表與所解諸題，可謂把十九世紀的和算發展推向另

一個高峰。同時也反映了和田寧的算學成就。 

                                                      
17

 例如公開了關流代數符系統，點竄。 
18

 這場論戰從 1785 年至 1806 年止，據筆者考察，兩流派論戰相關的著述接近 2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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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時期的特色為算學道場之林立，諸如內田五觀、長谷川寬、千葉胤秀父子

皆曾開設算學私墊或算學道場，廣收門徒。例如千葉胤秀所著《算法新書》便從基本的

珠算、四則運算、開方、諸約、垛積、天元點竄乃至各類高深、困難的圓理問題，作為

一本非常系統而有架構的算學教科書。此時的和算家，在多個地方開展和算的版圖，時

值十八世紀，各地之習算者以及算額奉所至之處近乎遍佈全日本，和算可說達到前所未

有的普及。 

 

第七時期－西化終結期 

和田寧之後，和算沒有更突破性的發展。1853 年日本被迫開國後，許多漢譯西方數

學書，以及許多現代化的英文數學書得以傳入日本，影響了此後日本的數學發展。 

1867 年大政奉還，1868 年展開明治維新，並於 1872 年（明治五年）頒佈新制學令，

規定各類學校教育中採用洋算，不得再教授和算。而後 1877 年 10 月，東京數學會社正

式成立，並於同年 11 月刋行了現代化數學期刊《東京數學會社雜誌》。隨著現代化學會

與期刊的設立，日本傳統數學－和算正式走入歷史。 

1877 年東京大學成立後，負責創辦大學的文省部仿照歐洲，在東京設立學士會院，

1879 年正式成立東京學士院，至此日本數學教育制度的現代化與制度化基礎已完成。 

 

五、結語 

 

過去學者對於江戶時期和算之分期主要放在整個日本數學史的脈絡中討論，因此，

分期上較為粗糙。在本研究裡，筆者對江戶時期和算發展作更細緻的分期，除了承襲前

人研究成果，主要區分成三個大時期外，並進一步再將其分成七個小時期。 

本研究分期的依據上，一方面考察重要而具代表性的和算文本，深入了解和算內在

數學知識需求與重要發展，也考量了遺題繼承風氣、流派、免許制以及算額奉納等和算

特有文化脈絡，並將和算與外在社會因素作連結，包含了和算家的身分、地域，以及和

算與算用需求、和算與天文曆法之關聯，乃至和算之教育制度與和算之公開和普及化，

進而對江戶時期之和算發展，作一較恰當而細緻之分期。 

 

六、參考文獻 

 

中文與日文參考文獻 

日本學士院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一卷》，岩波書局（東京），1954。 

日本學士院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二卷》，岩波書局（東京），1956。 

日本學士院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三卷》，岩波書局（東京），1957。 

城地茂，〈日本江戶時代數學教育家之分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台北），

2007。 

城地茂，〈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1642?-1708）歿後 300 週年而

作〉，《科學史通訊》，科學史通訊（新竹）第 33 期，2009 年，頁 26-32。 

徐澤林，〈民族主義與東西數學編史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7，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期（2013年 12月） 

 32 

頁 12-29。 

徐澤林，《和算選粹》。科學出版社（北京），2008 年。 

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上海辭書，2009。 

遠藤利貞，《大日本教學史》， 1896 年。 

 

英文參考文獻 

Annick Horiuchi, Japanese Mathematics in the Edo Period （1600-1868）,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4. 

D. E. Smith and Yoshio Mikami, A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Compasswallah 

Publisher. 1994. 

 

 

 

 

 

 

 

 

 

 

 

 

 

 

 

 

 

 

 

 

 

 

 

 

 

收信日期：2013年 10月 8月 

定稿日期：2013年 11月 29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期（2013年 12月） 

 33 

The division of time span of Wasan development in the 

Edo period 

 

Jyun-Wei HUA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is research, I refer to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bout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and aim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important texts about Wasan in 

the Edo period, for the division of time span of Wasan development. One the one hand, I take 

account of the inner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ext and factors about socie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is period. 

Eventually, I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Wasan in the Edo period into three main periods and 

seven secondary periods. 

 

Key Words: Wasan, Division of time span, The Edo period,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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