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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 
 

 

黃俊瑋 

（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數學教師） 

 

摘要  十八世紀中期，關流和算家有馬賴徸著《拾璣算法》，公開關流重要的數學知識內

容，加以身居一藩之主，提昇了數學學術地位，影響了時人對數學的看法以及學習數學的

風氣。無論從有馬賴徸所出版的《拾璣算法》，或是他在社會政治上的地位與影響力，乃

至資助藤田貞資出版《精要算法》來看，他對於和算知識的公開，以及間接促進了十八世

紀末期和算知識普及化，實為重要關鍵要角。1
 

 

關鍵字：和算、數學史、有馬賴徸、拾璣算法 

 

一、前言 

江戶早期，算學私墊中所授的數學內容主要以算用知識為主，例如十七世紀作為教科

書的《塵劫記》與《算俎》等書，主要內容以珠算或實用、日常數學知識為主。然而，從

關流免許狀規範的內容可看出，2欲達到不同免許等級所需具備的算學知識，除了算用知

識為主的初等內容外，當中還包含了許多發展於關孝和以後，較專業的算學知識。 

關流門派內的傳書與各等級免許制所規範的重要數學知識，與前述日常算用知識不

同， 一般而言，若想學習較專門的算學知識，除了購買算書自學之外，必需拜入關流

（或其他流派）之後，才有機會學習流派內密傳的知識。而流派內重要的知識，一般是透

過流派掌門人或流派內重要的和算家整理，並以抄本形式流傳為主。3在關流數學公開

前，未拜入門下的人，難有機會接觸這些知識與傳書。 

一直到十八世紀中期，關流和算家有馬賴徸（Arima Yoriyuki, 1714 - 1783）刊刻《拾

璣算法》一書，公開了關流數學知識，然而，有馬賴徸既非關流掌門人，亦非主要的知識

整理者，他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得以刊刻此書？又他在整個和算公開化的過程，扮演了什

麼樣的角色，造成什麼樣的後續影響呢？本文將從有馬賴徸本人與時代背景談起，論述這

                                                      
黃俊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博士，現任職於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電郵：

austin1119@gmail.com。 

 
1
 本論文主要整理節錄改寫自筆者拙文：《關流算學研究及其歷史脈絡：1722-1852》當中的第

2.3.1 節內容。 
2
 和算的免許狀類似於修業等級證照，流派內依學算者所達到的不同標準，發放不同等級的免許

狀。另外，始於關孝和所創的關流免許制，經十八世紀松永良弼修改制定成四段免許，乃至由山

路主住所完善的五段免許制，整理了流派內重要的傳書與數學知識，同時也規範了流派內數學學

習的主要內容與學力分級。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

發展模式》一書或筆者拙文《關流算學研究及其歷史脈絡：1722-1852》當中第 2.2.6 節內容。 
3
 例如關孝和時期所奠定的算學基本知識《三部抄》、《七部書》、《括要算法》、《大成算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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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算發展史的重要篇章。 

 

二、有馬賴徸的生平與《拾璣算法》成書 

有馬賴徸是一位具藩主身分的和算家。1729 年，十六歲時，繼承其父有馬則維的家

業，成為久留米二十一萬石藩主，在位五十餘年，留下許多令人稱道的政績。4然而，除

了治理藩政之能以及所處崇高社經地位外，他對和算的研究深感興趣，他於 1767 年托名

豐田文景，著《拾璣算法》一書，該書自序中說明有馬賴徸曾學於關流和算家山路主住

（Yamaji Nushisumi, 1704-1773）門下：5
 

東都固人文之淵藪，以弄籌樹旗鼓於轂下者，亦又何限。予周旋其間，遊司天監山路

君樹先生之門，私淑松良弼荒村英，而畧得傳關夫子之教，尚從中根元圭久留島義

太，頗窺其室。6
 

序文中，也談論到自己著作此書的動機，以及《拾璣算法》書名之來由： 

鎭藩述職，敷政餘暇，居恒以換聲色肥廿之樂者，三十年猶一日矣。雅渉猟東西古今

之筭書，傳扣當今名達之門，舊日君樹先生屢來藩邸，毎譚玄理論玅秘，抵掌解頤。

不知膝之促席，歴繙關夫子及諸家不傳黃卷秘書。以助研窮。…。屢賜秘稿發憤悱，

外而拾名哲格言，內而求師家傳説，久積盈筐笥，唯惜經年之久。蠹朽之患，終塗塵

埃，乃頃撰輯之爲五冊，顧是諸名家唾中之璣，取以爲標題。7
 

另外，時人近藤政隆也不免俗地在序文中，稱頌豊田文景（有馬賴徸），並談到他著

《拾璣算法》的因由： 

豐文景、頴悟俊偉、而自蚤歳志筭學、徧從於國中之算士、而螢雪於斯學矣、又屢扈

從於述職、而赴於東都也、夫東都、膺文明之運、而禮楽文物之盛也、抗衡於夏華、

而钜儒髦士、濟々乎何限、算士之富、亦為甲於海內、於是乎勤仕之暇、扣諸名家、

研窮有年、稿積而盈函、甞考訂其術之幽玄精微者、乃集録之為五冊、號曰拾璣算

法。乃呈君公之電矚以請梓之、君公閲之、辱褒賞之、造命令壽諸棗梨、乃授于予、

索巻弁之文、予告之曰、夫衆技之奧旨者、天下之人悉秘、而不妄傳焉、然令子著此

書、以博苞苴於天下萬世之算士者、其度量非衆人之識見、可以賞可以歎。8
 

從這些序文，我們可以了解有馬賴徸的數學學習背景，以及著作《拾璣算法》此書的

因由。而《拾璣算法》一書，收集當時關流重要的算題與問題的答案與術文，包含了許多

                                                      
4
 據大石慎三郎主編，《江戶大名》，頁 248-249 所述，有馬賴徸早期年少時期，對藩政採默然的

態度，事情交給重臣打理，直到 1738 年開始處理政務。當年久留米藩遭遇了嚴重的饑荒，有馬

賴徸組織發放撫卹金，和救濟糧並在街上設置意見箱，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後來各地發生的農民

暴動波及久留米藩，處置暴動不力的家老稻次因幡和當地家老有馬石見因而被處死，但不久後有

馬賴徸為了安慰此二人在天之靈，修建了五谷神社，並邀請歌舞伎舉行祭祀活動，安撫了當地民

心。有馬賴徸因法令嚴明很快得到重用，被升為幕府顧問，當上從四位左近衛少將，突破了有史

以來，有馬家的最高官位，並且四次被評為一年一度的江戶上寺御火消役，聞名於世。 
5
 山路主住為關流掌門人之一，他的曆算學初學於中根元圭，後又學於松永良弼與久留島義太，可

謂關流集大成者，除了接受了松永良弼的傳書外，本身著述亦非常豐富，多達 64 部之多。而有

馬賴徸為其徒弟，很可能因而接觸到許多關流重要傳書與著作。 
6
 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自序。 

7
 同前註，序中有馬賴徸提到了其所交遊的關流和算家，也說明了著作此書的原由。 

8
 川口尹當，《拾璣算法》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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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流密傳的數學知識，特別是關流數學家所用的代數符號系統與代數運算法則「點竄」。

早期所出版多數的和算書內容，主要包含算用以及較為普及性的數學知識，或者為了解決

他人所提出的數學問題而刊刻，僅包含問題與答案，9至於包含較高深數學知識的和算著

作，主要是透過抄本的形式在流派內部流傳。10因此，《拾璣算法》的刊刻，使得一般的

習算者，得以接觸到許多原先只在關流內流傳的知識，相對於日常算用而言，這些較高深

的和算知識得以普及化，對整個和算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與助力。 

 

三、《拾璣算法》內容簡介與重要數學成就 

了解有馬賴徸的背景與著書動機後，我們簡單介紹《拾璣算法》一書的重要數學內

容。《拾璣算法》共分成五卷，共包含 150 個問題，他在〈凡例〉中提到：「此書撰古今

之筭題凡一百五十問，施其答術以刊刻賫於天下之筭士，海內廣博何乏達筭人，苟能有與

予同嗜者不亦樂乎。」11由此可見，刊刻此書目的，收集了過去早已存在的一百五十道算

題，並刊刻公佈與天下之筭士同享為算之樂。接著，他依據傳統和算知識問題的分類範

疇，將數學知識分成以下二十類，並將前述問題分門別類地納入這些類別：12
 

．〈卷之一〉（23 條） 

點竄（9）、自約（5）、增約（5）、翦管（4） 

．〈卷之二〉（42 條）  

計子（7）、交商（8）、綴術（5）、變數（13）、容術（9） 

．〈卷之三〉（24 條） 

分果（5）、趕趁（5）、球題（5）、逐索（5）、變式（4） 

．〈卷之四〉（25 條） 

作式（4）、極數（9）、整數（12） 

．〈卷之五〉（36 條） 

堆積（8）、招差（10）、求積（18） 

書中所包含的這些主題，涵蓋了諸多關流流派內的重要數學內容與當時關流和算家所

感興趣的問題，而本書的問題分類架構，主要是依據問題的類型作分類。13本書除了羅列

這些問題與相關解術之外，書中尚列出多個與方圓相關的重要常數： 

圓周法：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 

圓積法：0.78539816339744830961566084581987572104929234984377 

立圓積法：0.52359877559829887307710723054658381403286156656251 

方斜法：1.4142135623730950488016887242096980785696718753769 

有馬賴徸並在書中補充道：「右各定法求多位錄之於斯，後學遊其用，宜審其數之多

                                                      
9
 例如關孝和的《發微算法》是為了解前人遺題；建部賢弘的《發微算法演段諺解》是為了替關孝

和《發微算法》作詳細演段與說明，其《算學啟蒙諺解大成》是為《算學啟蒙》作日文訓解。 
10 例如關孝和重要傳書，《三部抄》、《七部書》、《括要算法》；建部賢弘《綴術算經》，與關

孝和建部賢明合著的《大成算經》；松永良弼《圓理算經》等書皆是。 
11 有馬賴徸，《拾璣算法》，〈凡例〉。 
12

 以下知識主題後面括號內的數字，為該主題所收錄的問題數。 
13

 關於本書各問題的詳細研究與討論，可參考張功翰，《《拾璣算法》初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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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與其象之鉅細而截畧從其簡也。」說明他所列常數之近似值包含相當多位，但處理問題

時，宜依據題目數字位數多寡以及圖形精細程度來決定取多少位數作為適當的近似值。值

得一提的是，《拾璣算法》之中所列之「周徑之率」為「徑率 136308121570117」與「周

率 428224593349304」，相當於圓周率之近值分數：428224593349304 / 136308121570117 

這是相當精確的近似分數，《拾璣算法》書中也說明此近似分數準確到小數點後三十位：

「括要算法所載，以其徑率周率而求得圓周法者，較諸真數僅密合七位故今製兩率載之於

茲，以是所求得之圓周法合真數者乃三十位也。」14比關孝和所著《括要算法》中僅準確

七位的近似分數「355/113」精確許多。 

《拾璣算法》一書除了前述 20 個主題之外，最後增列「補遺」，討論了與弧背術相關

的問題，他在〈弧背密法〉提到： 

古今求弧背數者，數家而未審其正術，予嘗獲求背真術故卷中皆施此術而設背數矣。

固雖其數技有數多，其本各歸一，實窮巧探頤之精術而先哲甚秘焉，今也為學者擇取

三條揭示。15
 

換言之，有馬賴徸批判過去和算家處理弧背術時，並未真正求得弧背「正術」，於是，他

在本書中列舉了三個與弧背術有關的問題及相關術文，以示讀者： 

今有弧，圓徑一尺矢二寸，問得其背術如何？ 

今有弧，圓徑一尺背九寸，問得其矢幾何？ 

今有弧，圓徑一尺背九寸，問得其弦幾何？ 

 這三個問題分別是在給定一弧形，在已知圓的直徑與矢或背的條件下，求此弧形的

背、矢與弦長。這裡他一方面列出了各問題的公式，同時也進一步依據題目所假設的數

據，計算出所求的數值。以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拾璣算法》一書在數學上的成就與主要

貢獻，也可看出他在算學上所展現的能力。 

過去史家多推崇藤田貞資《精要算法》推動關流數學知識普及之功，然而，《精要算

法》除了部份實用算學問題外，大部份內容皆是幾何問題與問題的解術，這些題術皆屬於

應用層面，而非一般基礎性知識。但《拾璣算法》所公開的內容，一方面涵蓋了二十類隸

屬關流學派，基礎而重要的數學知識與問題，同時，各類問題也舉若干例子作詳細的說

明、演示，以數學知識與數學學習的角度來看，不啻更能達到推廣與普及關流數學之效。 

 

四、《拾璣算法》所見之時人數學觀與有馬賴徸對和算發展的影響 

接著，我們從《拾璣算法》的相關序文，探討時人的數學觀，以及有馬賴徸對和算發

展的重要影響。首先，有馬賴徸在《拾璣算法》的自序中提到了「算數之用」與數學的重

要性，為學習數學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提供了一套理由與說詞： 

                                                      
14

 有馬賴徸《拾璣算法》。355/113 即祖率，雖然當時的和算家已求得圓周率進似值 50 位，然而，

就有近似分數來看，有馬賴徸所給的近似分數準確至小數點後 29 位。加上小數點前的整數 3，

共合 30 位。此值比松永良弼以及十八世紀中期之前和算家所得的近似分數都來得精確。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王燕華，《松永良弼《方圓算經》之內容分析》，2012、張功翰，《《拾

璣算法》初探》，2013，以及林建宏，《松永良弼《方圓雜算》之內容分析》，2013，等論文的

相關比較。 
15

 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補遺〉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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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數之有用於天下也大矣哉。上而暦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下而畫井原濕田野，以

與民食；中而制度飲饌衣服，以教士禮。無事而不律，靡物而弗襲，固日用之急務，

不可不知，不可不學。16
 

同時，他更進一步批判了江戶前戰亂時期，仕人以數學為賤役的情況： 

若乃我邦之昔，亦以四科取士 而數在其一。中葉戰亂，武弁誇閥閲，以爲賤役。而

委吏廚人之業，非士君子所當學。嗚呼不亦大左乎，昇平百半，奎運循環，六藝盛

興，而上繇公侯，下洎士鹿，嗜此技探頤者亦不鮮矣。17
 

有馬賴徸以一藩之主的身分，鍾愛算學、推廣數學，一方面他作為當時和算發展的重

要「贊助者」角色，提供了工作機會，使得和算家有機會擔任數學教職，得以謀生、提升

社會地位。早期，他原本打算招募關流和算家松永良弼入藩，不過，因松永被另一個同為

藩主，且愛好數學的和算家內藤政樹捷足先登而作罷。後來，有馬賴徸於 1768 年招聘了

藤田貞資入其藩，以成為家臣，作為該藩算學師範，藤田貞資也因此成為當時享譽盛名的

和算教師。而後，並在他資助下，於 1781 年出版了《精要算法》一書，促進了和算的普

及，亦使藤田貞資成為當時關流最重要數學家之一。另一方面，包含山路主住等和算家亦

受有馬賴徸庇護，當後來山路主住參與幕府改曆工程時，有馬賴徸又招募了另一位和算家

入江修敬入藩任職，這也說明當時的和算家，可因自身的算學能力而謀得工作機會，提升

社會與經濟地位。 

或許是因為有馬賴徸的身分與崇高的社會地位，加上他對關流和算家的庇護，得以刊

刻《拾璣算法》一書，公開原本關流內密傳的數學知識。在他登高一呼之下，為「數學」

這門學問的重要性與學術地位背書，並且為一般人學習數學的「正當」性，提供有力證據

與理由。刊刻《拾璣算法》之後，漸漸使得關流內較高深的數學知識走向普及之路，同

時，他聘任了關流重要數學家藤田貞資作為算學教師，廣收慕名而至的習算者，最終也使

得藤田貞資的門人遍佈各地，並在各地神社寺院奉納算額，大大推廣了關流的名聲，也推

廣並普及了算學這門學問。因此，就整個十八世紀中葉之後和算的普及化而言，有馬賴徸

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除了他的自序外，包含川口尹當、近藤政隆、清原信定等多人分別為《拾璣算法》 

作序與跋。從這些撰序與跋文的字句中，可以看出時人對於數學這個學科的看法，並反應

出在有馬賴徸對算學感興趣且親力親為的推廣之下，該藩人民對於數學這門學問的重視。

由於藩主有馬賴徸的推崇，「數學」知識作為一種專門之學的重要性與知識地位得以提

升，前面所提到過，有馬賴徸在《拾璣筭法》在自序中現身說法，以一藩之主的身分親自

說明「算數之用」與數學的重要性，而時人川口尹當為《拾璣筭法》作序時亦提到類似的

看法： 

夫數者，大也、廣也、高也、精也。其於世教亦尚矣哉！天地之大、江海之廣、日月

之高、度量之精、山川藪澤、艸木人民、禽獣魚鼈、宮室舟車之雜，且區禮之節、而

和樂之暢、而合射之正、而直御之良、而齊書之繁、而文弗待於此莫致其至。雖有土

地風氣之殊，華夏蠻貊之異，無不依焉。則數也者其萬物之藏乎。18
 

                                                      
16

 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自序。 
17

 同前註。 
18

 川口尹當《拾璣算法》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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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數學除了作為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他也強調數學這一學

問的「大、廣、高、精」等特性，同時也將數學與大自然中的「天地」、「江海」、「日

月」、「山川」、「草木」、「禽獸」等作連結，從「數也者其萬物之藏乎」這種處處有

數學的論述，也為數學的重要性與學習數學的正當性提供不同的反思。19此外，近藤政隆

在序文中談到他對數學的看法： 

夫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數，君子因自然之數而施當然之用……，蓋不由算術何以能施其

用於天下耶。是隷首之所以創算數而傳萬世也，自是以降以數學鳴世者，不遑枚舉

焉，所著之書亦不鮮矣。思惟其術也，日用當行之急務，而不可一日闕者也、若夫井

田經界之法、律度量衡之率、以制賦稅、以営宮室、列陣結行之道、其捨此而何以

哉、數學之有功於世如此。20
 

從他所提到的「夫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數、君子因自然之數、而施當然之用」、「日

用當行之急務，而不可一日闕者也」以及「井田經界之法、律度量衡之率、以制賦稅、以

営宮室、列陣結行之道、其捨此而何以哉。21」等論述，同樣可顯示出數學之「用」在當

時社會的重要性。他一方面論述數學作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同時亦為處事為官之要務，這

也為一般人（無論是庶民或武士）學習數學知識的目的與動機，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與說

詞。 

再從川口尹當所言：「來米人豊田光文景氏，以數學鳴其國，從遊如雲，一旦慨然發

其奧筆諸書目，曰：拾璣算法。」22以及近藤政隆所言：「吾君公、天質明敏、而蚤知此

技、政務之暇嗜之、深窮其奧秘、誰能出乎其右者哉、因茲藩中鳴數學者不爲少矣。」23

來看，在久留米藩這樣一個「以數學鳴其國」的環境裡，藩主帶頭學習、研究之下，數學

這門學問的重要性與地位得以提升，也使得藩中培養出許多精通此學的和算家。 

 

五、結語 

有馬賴徸的《拾璣算法》，除了圓周率近似分數，為當時一項突破性的成就之外，並

提出「正術」，改正前人不佳的術文，顯示其算學功力。而該書的內容，主要收錄並公開

了當時關流內密傳的重要知識與算題。 

在人類歷史上，數學的學術地位常常取決於該知識活動參與者的社會地位，24有馬賴

徸以他在當時崇高的社會地位，加上一藩之主的身分，於他所治理的藩中大力推廣數學，

強調數學的重要性，發揮重要影響力。他著《拾璣算法》展現了關流重要的研究成果，特

別是「點竄」的公開，使得關流內所用的代數符號系統與運算法則，得以被更多習算者所

接受與使用。他為關流數學走向普及之路開啟了大門，從此之後，和算慢慢走向普及之

路。 

同時，有馬賴徸以他所掌握的權力與資源，作為當時和算重要贊助者的角色，聘任了

                                                      
19

 這恰與西方畢氏學派「萬物皆數」的看法相呼應。 
20

 近藤政隆，《拾璣算法》序文。 
21

 同前註。 
22

 川口尹當，《拾璣算法》序文。 
23

 近藤政隆，《拾璣算法》序文。 
24

 引自洪萬生，〈士族門第如何看待數學？〉，《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5 期，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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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流重要和算家藤田貞資擔任藩中的算學師範，並資助他刊刻《精要算法》，成為當時和

算教科書，促進了和算在十八世紀末期的普及化。以此來看，有馬賴徸對於和算的貢獻主

要在於，以自身崇高的身分地位與掌握的權力，提升了數學知識的位階與重要性，並且提

供當時關流和算家擔任教職與謀生的機會。無論是他所著的《拾璣算法》一書，或他在社

會與政治上的影響力，有馬賴徸對於和算知識的公開，以及間接促進了十八世紀末期和算

知識普及化，實為重要關鍵要角，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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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vation of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thematic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Wasan 
 

Jyun-We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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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18
th
 century, the Wasan mathematician Arima Yoriyuki in the Seki 

school compiled the Shuki Sampo which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the important mathematics 

knowledge in Seki school. With his social status as the lord of a feudal domain, he practically 

elevated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thematics and influenced the contemporaneous views on 

mathematics. From publishing Shuki Sampo,  to his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osition and social 

class, and also to the financial support he given to Fujita Sadasuke to publish the Seiyo Sampo, we 

can see that he real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in making Wasan knowledge known 

to the public and in the promotion of Wasa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18
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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