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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寺廟中的數學交流──算額 

 
黃俊瑋1 

（臺北市和平高中數學教師，本會會員） 

 

 

摘要 本研究裡，筆者考察並參考日本數學史以及算額奉納相關研究，探討江戶時期和

算裡的算額奉納文化與發展、和算家從事算額奉納的動機、算額集的問世，乃至於算額

奉納之於江戶時期和算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和算、算額、日本數學史。 

 

一、前言 

江戶時期，對數學感興趣進行學習

研究的，主要是低等武士和一些較富裕

殷實的農民、町人，它是江戶世俗文化

之一。當時代這些社會階層把數學當成

一種藝能，加以研習與承傳，而奉揭算

額正是這一藝能活動的表現。早期日本

的寺廟及神社兼有教化的功能，因此，

當時的和算家常把算題放在寺廟裡，供

有心人士演練，這就是所謂的算額奉

納。學習、研究和算的人，為了能夠順

利地進行數學研究、希望數學能力不斷

提高而向神佛祈願，於是和算家將自己設計的算題與圖形

畫在匾額上，向神社佛閣奉納算額，一方面因解出數學問

題因而感謝神佛恩賜，同時也展現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特

別是自己設計創造的算題、術文與圖形。 

在算額上所呈現的數學問題是幾何多於代數，這是因

為前者有美麗的圓形或多邊形，因此顯得更有吸引力。典

型的算額問題是求邊長或者圓的直徑，當然也包含了直

線、三角形、內切圓、圓周長等問題。漸漸地題目難度越

來越深，甚至牽涉到球、橢圓等更複雜的問題。每一塊算

額含有由一個到十個不等的問題，在整塊算額的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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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長野縣天然寺裡的算額。 

圖二：最上流門人奉納

之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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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其上方是安排彩色的圓或三角形等幾何圖形，接下來的部分是題目、答案及解法。

位於下方的則是流派、教師、展示者的名稱及奉獻的日期。參考圖一與圖二當中的算額，

其中，圖一是長野縣天然寺裡的算額，而圖二裡的算額，則為最上流的門人所奉納。 

源於寺廟貢獻繪馬的文化風俗，所發展出的算額奉納風氣，在此時期慢慢趨於成

熟，從起初奉獻寺廟的繪馬，逐漸演變成算學家們奉獻算學研究成果之算額奉納文化。

其中，和算家們透過算額，提出自己設計的算學問題，並徵求其他和算家的解答。換言

之，算額奉納除了成為和算的重要宣傳媒介，亦帶動了不同流派或和算家之間進行算額

競技的風氣，促進和算流派之間的交流，形成一種獨特的知識傳播與交流方式。 

 

二、最早的算額 

  至於算額最早何時出現，今已不可考。從村瀨義益的《算學淵底記》（1681） 可以

窺知，江戶時代中期的寬文年間（1661∼1673） 就已經開始形成這種風習，再從《算學

淵底記》所介紹，懸掛於「武州目黑不動尊」的算額問題，可以推測，京都、大阪等地

或許更早就有許多算額了。此一風氣一直保存到明治時期，即便今天在神社、寺廟中發

現的算額，也有一部分是奉納於明治時期。至於現存最早的算額，是木縣佐野市星宮神

社天和三年（1683）所奉納的算額。其次分別是京都市北野天滿宮（1686）、京都市八

阪神社（1691）、福井縣武生市大八幡宮（1701）及埼玉縣本莊市都島正觀音（1726） 等

地的算額。隨著和算於十八世紀中後期，開始普及化並逐漸深入民間，算額奉納的風氣

漸盛，並於十九世紀達到高峰，到了明治維新時代則逐漸式微。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的

教育體系，決定採用西方數學作為學習的內容，於是和算走進歷史，而奉獻的算額數量

也逐年銳減。不過，有些地區仍維持這項傳統到 20 世紀初期。奉獻算額的年代及其數

量，可參考表一，其中尚有 188 片算額的年代不明。 

除北海道地區沒有發現算額外，日本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出現過算額。根據 Eiichi Itō

等人的統計，總計這段時期於日本總共呈獻了 2,625 塊算額，但由於火災、氣候和損毀

或遺失等因素，時至今日僅存八百餘片。以奉獻數量最多的東京而言，本來有 385 片，

但現存不過 17 片。有關算額最古老的記錄可回溯至 1657 年，但現存最古老之算額則源

自 1683 年。到 1997 年為止，全國範圍內共發現現存算額約 884 面，最近這幾年又新發

現一些算額，現存算額總數大約達到 900 餘面。 

 

表一：日本各時期現存算額數量 

年代  算額數量  

十七世紀晚期  8  

十八世紀早期  33  

十八世紀晚期  284  

十九世紀早期  1184  

十九世紀晚期  795  

二十世紀  133  

不明年代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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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算額集的問世 

隨著有馬賴徸著《拾璣算法》公開許多關流祕傳的數學知識，以及藤田貞資著《精

要算法》，推動和算於十八世紀末慢慢走向普及化，拜入關流或藤田門下習算者眾多，

這些門人也開始在各地寺廟奉納算額，展示學習和算與研究算題的成果。江戶時代中後

期，隨著奉納算額風習的流行，也出現了透過解答算額上的問題來進行數學學習的現

象，所以到 18 世紀後期，出現了「算額問題集」之類的數學書。 

當時關流頗具名望的藤田貞資，偕其子藤田嘉信編著了「算額問題集」《神壁算法》

(1789)，書名中的「神」指的當然是算額奉納之所與神社寺廟有關，而「壁」則意味著

這些算額是懸於神社寺廟「牆壁」上。源誠美為《神壁算法》作序時提到： 

  藤田貞資者受關孝和之道，於山路氏潛心於數學三十年，自言如有得焉。……，

其門人若有告事求福者，畫算術於板泰，懸於廟堂之壁上，其子嘉言輯錄之，名曰：

神壁算法。 

此段序文說明藤田貞資父子輯錄門人奉納算額成《神壁算法》的來由，另外，藤田貞資

也在《神壁算法》自序中也同樣談到編著此書的動機： 

  凡人有願，欲獻畫馬於廟堂，而以禱上下神祇謂之繪馬，……。發我算徒有所

獻者俱皆算苑之英華也，好事者不遠千里而至爭采朵之然亦得無誤訛乎，……。命

兒嘉言編選之於是乎修飾討論遂成一書，名曰神壁算法，若有所續懸者，則隨而載

於後欲使勿遺漏，所勤省覊旅之勞而已。 

另一方面，藤田嘉言為《續神壁算法》作序亦提到： 

  向所著神壁算法，廣集海內之術，多載衆人之題於是乎，有志於我算數之道者，

脫行々之疲免望々之勞，不度風水波濤之険，瘴癘崔嵬之難，而邦國之算題，靈鎮

之數術皆可包而観也。……，今與同志之輩又集録之，詳加校正以継前志，名曰:

續神壁算法。 

從中可以看出，藤田父子所輯錄的《神壁算法》與《續神壁算法》，促進了和算家之間

的交流，書中收錄當時和算家（主要是關流弟子）奉納於各地寺廟中的算額問題與答術，

使得有興趣的習算者可省去舟車之勞，一覽關流眾算家的研究成果。這些原是供奉在各

地的算額，也因為藤田貞資父子的整理，得以集結成冊出版刊行。此後，仿此形式的算

額集陸續出版。 

除了《神壁算法》之外，藤田貞資之子藤田嘉信於 1796（寬政元年）年再增編《增

刻神壁算法》以及 1806（文化三年）年續編《續神壁算法》，持續收錄當時奉納於神社

寺廟裡的重要數學問題。源誠美為《續神壁算法》作序便提到：「此書所采輯者皆門弟

子之算法，而成於藤田氏之手則是生於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這些算額問題

集相繼問世，一方面強化了算額作為當時數學家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管道，而當時關流

聲勢如日中天的藤田貞資與其子，無疑是以數學知識仲裁者的角色自居。基於自身對和

算的專業與聲望地位，評選關流弟子所奉納與發表的算額，並輯錄成冊刊行。 

除了藤田氏父子外，江戶末期尚有其他和算家同樣曾輯錄門下或關流弟子所奉納之

算額，並著書刊行。例如十九世紀初關流和算家千葉胤秀（Chiba Tanehide,1775~1849），

千葉胤秀於 1820 年仿照《神壁算法》等書的方式，編著《邦內神壁算法》一書，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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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9 個算額問題。接著，又於 1830 年出版了《算法新書》，此書一方面作為教科書之

用，並在書末的〈雜題解義〉裡收錄他的弟子所奉納之算額五十條，筆者統計，其中，

奉納於仙臺地區有 27 題，奉納於一關地區有 17 題，可見他的弟子主要活躍於仙臺與一

關一帶。 

其他比較著名的算額集尚有以下諸書：(1) 安島直圓所輯錄的《京都祇園額解術》，

此書為抄本。(2) 佐佐木其爭於安政 4 年所輯錄的《改補算額備要大成》， (3) 藤田吉

膀的《算額級聚拔》，另有(4)《算額三除開立方》抄本，(5)《算額用字和解》抄本等書。 

 

四、結語 

江戶時期的學習與研究數學的和算家們，除了透過著書的方式，留下研究成果之

外，他們也會將自己的算學研究成果，包含問題、答術以及相關圖形，透過算額的方式

「發表」在神社佛閣或寺廟之中，或者在算額上留下問題，向其他習算者徵求解答。感

興趣的和算家，除了供奉自己解決問題的「答術」之外，也透過改進舊有算額上的不佳

答術，引發算學研究動機，提出較佳的新解，如此，透過算額進行數學競技與交流亦形

成江戶時期日本數學發展上饒富趣味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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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hanges of mathematics in the temples  

in the Edo period – Sangaku 

 

Jyun-Wei Huang 

（Mathematics teacher of Taipei Municipal Heping High School, Member of C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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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matics and Sangaku, then I discuss the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dicating 

Sangaku in the Edo period, the motivation to dedicate Sangaku of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the public of collection of Sangaku problem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bout Sangaku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san in the Ed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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