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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的數學教育一隅 

－算學道場、和算教科書與數學專業化 
 

黃俊瑋 

（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數學教師、本會會員） 

 

 

摘要 本文中，筆者介紹重要的和算教育場所－算學道場，以及當時重要和算教師，說

明十九世紀江戶時期的數學教育概況以及當時數學教育普及的情況。接著，分析重要的

和算教科書－《算法新書》，以了解當時數學教材的主要內容與結構。最後，透過對和

算教育概況的描繪、對時人的數學觀的探討，以及以和算教學作為一種家業的和算師，

論述十九世紀數學的專業化趨勢。
1
 

 

關鍵字：和算、數學史、數學專業化、數學教育、算法新書 

 

一、前言算學道場與江戶時期的數學教育 

江戶時代數學的普及與當時教育的普及有關，武家教育是在幕府直轄的學校以及各

藩的藩校中進行，據統計，江戶時代幕府直轄的學校大約有二十餘所，藩校大約有二百

多所，2教學內容雖然都以儒學為中心，但也逐漸加入實學教育。藩校的教育，最初只

以漢學為主（自寬永至寶永年間），到了十八世紀末的天明、享和年間，3當時 45 間藩

校之中的 13 間，在學規中將算學列為必習科目之一，4促進了算學的學習與傳播，也提

升了算學在武士教育中的重要性。也由於武士對算學的興趣，很多藩校延聘了和算家作

為算學師範以教授算學。5例如十八世紀的松永良弼（Matsunaga Yoshisuke, ?-1744）、久

留島義太（Kurushima Yoshihiro, ?-1757）、藤田貞資（Fujita Sadasuke，1734~1807）等重

要關流和算家，都曾因自身的算學才能，受聘擔任算學師範。除了各地藩校納入算學的

學習外，在這股算學普及風氣，加上當時社會經濟等大環境因素的影響下，習算者的身

份也從早期的武士階層，慢慢地轉變成一般的農民、庶民階層。 

另一方面，江戶時代的平民教育主要是在寺子屋（即寺廟中的初等教育機構）、私

                                                      
黃俊瑋，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數學教師。通訊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臥龍街 100 號。電郵：

austin1119@gmail.com。 
1 一般而言，數學史以「和算」代表江戶時期日本所發展出的本土數學研究、數學知識活動與數

學文化，並以「和算家」指稱當時的日本數學家。 

2 數據資料參考徐澤林，〈日本神社的數學：算額的故事〉，《魅力數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3 天明至享和年間約是 1781~1803 年。 
4 參考洪筠，《江戶時代的藩校學規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84~86。 
5 參考徐澤林，〈日本神社的數學：算額的故事〉。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2 

塾、鄉校等教育機構中進行。這類初等教育的學校很多，特別是寺子屋，最盛時多達一

萬五千多所，遍及日本全國城鄉，幾乎所有鄉村都有。6相關教師（稱作師匠）的來源

主要為僧侶、神官、醫生、武士、浪人、書家、町人等，主要是識字、閱讀、算術教育。

早期算學教育的內容，基本上是以《塵劫記》等實用性算學知識和珠算為主，這些教科

書也對算學知識的普及，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民眾對於學藝學習的需求，江戶時代日

本社會上也出現了各類專門的學藝私塾，其中的和算私塾也叫做算學道場，很多和算家

便仰賴開塾教授算學謀求生計。7 

到了十九世紀，和算教育之普及隨越來越多算學道場的開設，步入另一個高峰，除

了藩校外，以教授和算為主的算學道場（算學私墊），遂成為當時數學教育的重要機構。

例如，隸屬於當時最大的和算流派－關流－的和算家，他們所開設的算學私塾即相當盛

行。當時包含日下誠（Kusaka Makoto, 1764~1839）、會田安明（Aida Yasuaki, 1747-1817）、

藤田貞資父子、長谷川寬（Hasegawa Hiroshi, 1782~1838）父子、千葉胤秀（Chiba Tanehide, 

1775~1849）父子及內田五觀（Uchida Itsumi, 1805~1882）等，許多關流重要和算家，都

曾經靠開塾教授算學謀生，或者因開塾授徒而名聲遠播。有此一說，奧州一關藩（今天

的岩手縣一關市）家老梶山次俊（Kajiyama Tsugutoshi, 1763~1804）所授弟子號稱三千，

千葉胤秀的弟子也達千人之多，這些學算學的弟子多是奧州及其周遍地區的農民，該地

域神社中的算額基本上都是這些人所奉納，和算亦成為當時重要江戶世俗文化之一。8 

這些算學道場與算學私墊的設立，可說是十九世紀和算普及與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

「數學教育機構」，同時，當時的和算家們憑藉本身的算學才能，有機會受聘於藩校，

或開設算學道場招收學生，代表著達算之人，可因「數學」上的專業能力而取得工作機

會，並藉此提升社會經濟地位與名聲，反應出數學作為一種「專門之學」的專業化取向。 

 

二、十九世紀重要的和算教師 

前述開設算學道場的和算家裡，又以前述長谷川寬與千葉胤秀最為有名。長谷川

寬，初隨日下誠學算學，後又學於和田寧（Wada Yasushi,1787~1840），他原是冶鍛、

雜舖店員的身份，而後因學習算學得以在江戶開設算學道場「長谷川社」，並培育了多

位著名的關流和算家。同時，各地慕名求學者頗多，包含千葉胤秀、平內廷臣（Heinouchi 

Masaomi, 1799~1856）、秋田義一（Akita Giichi）、長谷川弘（Hasegawa Hiromu）等人。

9據一關市博物館所藏資料記載，可了解當時長谷川數學道場相關「社友列名」，包含了

齋長小野廣胖，以及千葉胤英、伊藤隸尾、河瀨重豐等助教三員，以及獲頒別傳免許、

伏題免許、隱題免許、見題免許及量地術免許等不同段位等級的學生共計 380 人。10其

中，含已故員生，能達到高段位的別傳免許等級的學生僅 23 人，達到伏題免許等級的

                                                      
6 此數據資料參考徐澤林，〈日本神社的數學：算額的故事〉。 
7 參考徐澤林，〈日本神社的數學：算額的故事〉。 
8 參考徐澤林，〈日本神社的數學：算額的故事〉。以及徐澤林，《和算選粹》，（北京：科學出版

社，2008），頁 42-44。 
9 關於長谷川寬的生平，主要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42。 
10 免許制是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期，建立於各和算流派的數學能力等級制度，當時的和算

流派會依門人所達的數學學力，而授予不同段位的免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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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則有 65 人。當中也有諸多學生曾在千葉胤秀的算學道場學習過。11另一方面，長谷

川署名的著述有十多部，以弟子名義刊行的算書約 44 種。12其中，比較重要的包含下述

各書： 

《算法新書》（千葉胤秀編，長谷川寬閱，文政十三年刊） 

《算法點竄手引草初編》（山本賀前編，長谷川寬閱，天保四年刊） 

《算法變形指南》（平內廷臣編，長谷川寬閱，文政三年刊） 

《算法極形指南》（秋田義一編，天保七年刊） 

《算法求積通考》（長谷川弘編，長谷川寬閱） 

長谷川寬的獨創性數學研究成果是變形術和極形術，主要是將幾何圖形變換成特殊

情形進行求解。他死後，由養子長谷川弘主持整個長谷川社，算學道場仍舊興旺。13從

千葉胤秀《算法新書》的序文中提到：「西磻子多年憤悱頗多發明若極形等諸術，雖関

氏亦所未考究也，玉振之功於是乎為大葢其術之精妙，可謂前無古人矣。」14可見長谷

川寬除了從事數學教學與著作外，他在極形術等相關數學知識的研究上，亦取得了超越

前人的突破性成果。而這方法也成為十九世紀關流和算家們處理特殊幾何問題的重要方

法，將問題的圖形退化成極端的特例（極形），再進行求解。15 

此外，長谷川寬的徒弟千葉胤秀，亦是十九世紀重要和算教師。千葉胤秀他出生於

奧州一關藩磐井郡流鄉之農家，隨一關藩家老梶山次俊學習算學，並在一關周邊村莊教

授算學。千葉胤秀 43 歲時，認識了遊歷算家山口和，在其勸誘之下，至江戶並進入長

谷川寬所開設之算學道場學習關流算學，獲得最高階的「別傳免許」。16而後，千葉胤秀

受聘於一關藩，位居算學師範。他除了擔任該藩的算學師範之外，亦開設了算學道場，

招生授徒。換言之，由於算學上的才能，千葉胤秀得以從一般的農民階層晉升為一關藩

的家臣，從而改變了社會地位，同時也因數學專業知識，得以從事教學工作而依此謀生，

改善經濟環境。 

同時，十八世紀中葉至幕府末期這一百年間，是和算的普及時期，當時學習和算與

研究和算者，不再像前期那樣主要是武士，除武士外，還有一般的町人、農民等各階層

的人，例如前述的長谷川寬與千葉胤秀皆是。此和算傳播的地域也非常廣，此時期除了

和算家在多個地區開展和算新版圖外，各地之習算者以及算額奉納所至之處，近乎遍佈

全日本。除北海道與沖繩之外，日本所有地區都有和算家的活動蹤跡，17和算可說達到

了前所未有的普及。 

 

                                                      
11 相關資料可參考下述一關市博物館網頁：

http://www.museum.city.ichinoseki.iwate.jp/collection/44_list.html。 
12日本學士院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卷 5，（東京：岩波書店，1979），頁 184~189。 
13 關於長谷川寬的生平，主要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42。 
14 引自秋田太義，《算法新書》，序言。 
15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陳政宏所著的〈和算關流極形術探討〉一文。 
16 關於千葉胤秀的生平，主要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43。書中雖提到千葉胤秀獲「初見

題免許」與「伏題免許」，然從一關市博物館所藏資料的記載，千葉胤秀在長谷川的算學道場獲

得了更高級的「別傳免許」。 
17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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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算法新書》內容分析與評論 

千葉胤秀門人眾多，他於文政十三年（1830）年出版了《算法新書》，此書主要作

為數學教科書之用。例如，門人伊東頼亮為《算法新書》所作序言便提到： 

我流千葉先生者，陸奧一關人也。資性頴敏，自幼耽志算術及長遊於江戸，師事西

磻長谷川先生，學致其精術極其妙，當時及門之徒皆為之虛左矣，既而一關侯起以

士列賜以厚祿，自是名徧於天下，四方有志之士執贄於其門者，殆至萬有餘人，可

謂盛矣。18 

至於千葉胤秀的門人是否真的多達「萬有餘人」，我們無從證實，但由此可知當時

學習數學在當時日本基層社會之盛行，亦可佐證千葉胤秀所收門人之多。此外，伊東頼

亮的序文中也點出千葉胤秀的成書動機與因由：「天下之士，聞其聲慕其術者，豈徒萬

餘人而已哉。今茲庚寅秋，著筭法新書若干巻，欲布之四海使夫欲見先生而不得見。」

19由此可見他著作此書為推廣數學教育之目的。如圖一所示，為《算法新書》第一頁書

影，清楚載明千葉胤秀為此書編者。至於圖二則為《算法新書》封底書影，由此可佐證

此書的確作為算學道場之用。20 

       

圖一 《算法新書》書影         圖二 《算法新書》封底書影 

 

再就千葉胤秀所編著的《算法新書》來看，它作為江戶末期算學道場的重要教科書，

可以讓我們更加貼近當時數學教育的教材內容。該書一開始先介紹了「卷中凡例」以及

「用字凡例」，並且說明該文本中常用的名詞與體例。接著，共包含〈首卷〉以及主要

內容共五卷，最後的〈附錄〉則收錄了門人們所設計與納奉的算額問題。其中〈首卷〉、

〈卷之一〉與〈卷之二〉的主要內容如下： 

 

                                                      
18 引自伊東頼亮，《算法新書》，序言。 
19 引自伊東頼亮，《算法新書》，序言。 
20 圖一與圖二皆引自東北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http://dbr.library.tohoku.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02wasan_410000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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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卷 

基數、大數、小數、度、量、衡、畒、諸物輕重數、九九合數、九歸法、撞除法。 

卷之一  

算顆盤之圖、加、減、九歸、同還原、歸除、同還原、乘除定位、乘除及定位之

圖解、雜問。 

卷之二  

異乘同除、同圖解、同比例式之圖、雜題、差分、盈朒、求積、開平方、帶縱開

平方、相應開平方、開立方、相應開立方、勾股弦 三斜、容術。21 

 

從上述目錄可以看出首卷和早期《豎亥錄》、《算俎》等諸多和算書一樣，屬於基礎

內容的介紹，也包含了各種實用的度量衡。接下來〈卷之一〉的內容，為珠算教科書，

書中附有算盤圖、文字、口訣，教導習算者如何使用算盤作計算。而後的〈卷之二〉則

包含了加、減、乘、除、開方、盈朒、求積、勾股等算學基礎知識。而上述內容一方面

與實用有關，並且都是普及而基礎性的算學知識，並非和算流派內所研究的專門性知

識。而這些典型的基礎算學內容，通常也會出現在一般算用取向的和算書中。接下來的

〈卷之三〉與〈卷之四〉開始，則循序漸進地編入許多關孝和之後始發展的數學知識： 

卷之三 天元術與點竄術 

天元術定則、同實問、點竄術定則、同實問、交商、變商、整數、逐索、成數、

互減、遍約、互約、逐約、齊約、自約、增約、損約、零約、剩一、朒一、翦管、

約術雜題、適盡方級法、同實問。 

卷之四 

變數、招差、衰垛、綴術、方圓起原玉率 弧矢弦 圓率 角術22 

其中，〈卷之三〉的內容包含了天元與點竄的介紹，也包含相關代數運算法則與若

干實例。當中介紹了「算籌正負及縱橫之訣」、「算盤之圖」（參見圖三）等，並說明如

何擺籌並用之於籌式的運算。23此卷還包含了遍約、逐約、…、零約等諸約之法，以及

與極值問題有關的適盡方級法，這些都是十七世紀末期和算家感興趣的數學主題。而〈卷

之四〉的招差、垛積、圓理及綴術等內容，亦多

在十七世紀末和算家關孝和的著作，以及十八世

紀初期建部賢弘（Takebe Katahiro, 1664-1739）與

松永良弼（Matsunaga Yoshisuke, ?-1744）的著作

中可見，這些數學主題皆是關流和算的基礎知識。 

 

圖三 江戶時期用以計算的表面－算盤之圖24 

 

                                                      
21 引自千葉胤秀，《算法新書》，目錄。 
22 引自千葉胤秀，《算法新書》，目錄。 
23 這裡的算盤非珠算盤，而是用於操作算籌與天元術的格狀算盤。 
24 此圖引自千葉胤秀，《算法新書》，〈卷之三〉，而算盤為當時和算家的重要進行計算工具。其

材質可為木版或畫在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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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卷之五〉的內容，包含了方圓立表起源與圓類雜問，當中涉及的問題包含

了開方綴術、以綴術求圓周率、弧、矢、弦、球體積以及與角術有關的平中徑與角中徑

問題，25同時也包含了求橢圓周長與穿去題等，屬於時下流行的圓理幾何問題。而本卷

中的內容，主要皆屬於十八世紀中末期之後所發展出的新知識與新問題。綜合來看，前

五卷的內容，主要依照知識發展的時間與知識的難易來安排。除了上述五卷，《算法新

書》尚增列了書末附錄，介紹極形術與相關用法，也納入了三位門人所奉納，依據極形

術所設計的算額問題與術文。26而最後的〈雜題解義〉裡，則進一步收錄了包含千葉之

子等 51 位門人所設計的數學問題與其術文，從署名來看，多為仙臺與一關地區的習算

者所奉納之算額問題。 

《算法新書》的內容安排上，其架構明確具系統性，難度循序漸近，不僅包含了最

基本的珠算、四則運算與開方，也包含了十八世紀初期，必需拜入和算流派才有機會學

到的數學知識，例如算盤(籌算)與天元術、點竄，諸約、招差及垛積等。書中也包含了

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和算研究中的主流問題，例如橢圓周術、穿去積問題及累圓問

題等，皆出現於書中。換言之，十九世紀算學道場中的數學學習內容，與十七世紀重要

和算教科書《塵劫記》與《算俎》等，以實用知識為導向的實用數學教育大不相同，而

是算用與算術兩者兼俱。有計畫且有系統地教授了基本的算用知識，也教授了發展自關

孝和之後，較為專精的和算知識。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與珠算相關的基本算用知識，以

及解說的部份，主要皆是以日文書寫，而序文與較專精而艱難的圓理問題與相關術文，

則主要以漢字書寫。 

另一方面，《算法新書》的體例與風格也與一般和算書有所不同，諸如《發微算法》、

《括要算法》、《方圓算經》、《精要算法》及《不朽算法》等關流重要著述，在答曰的部

份僅列出數值解，「術」則是連結問題條件與所求的演算法，未必會在書中說明求得該

術的過程。然而，就《算法新書》作為教科書的成書的目的來看，該書包含了詳細的解

曰與諸多解說，主要用來說明求術與解題的過程與想法，反應了作者在教學上的關懷與

需求。此外，有關面積、體積公式的部份，作者也提供了系統性的表列整理，並可看出

千葉胤秀主要是透過圖形的切割移補與變換，來證明各面積與體積公式，而非利用十九

世紀關流和算家所盛行的積分法。27 

 

四、時人數學觀與數學專業化 

從《算法新書》的序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時人對於數學的看法。例如秋田太義的序

文中提到數學的重要性： 

自昔隷首作數，而天地之所立，萬物之所生。凡三才妙數無所逃其情，豈特謂民生、

日用、出納、乗除之間哉，仰亦經世要務莫此為功故聖人列六藝立之學宮。上自天

子元子，下至凡民子弟，皆無不以是為教。28 

                                                      
25 平中徑與角中徑相關問題，主要是探討如何求正多邊形內切圓與外接圓半徑。 
26 其中包含了「仙臺 菊池宇多之丞成褣撰」、「仙臺 安倍貞治保定撰」、「仙臺 伊東七郎左衛門

賴亮撰」三人奉納的算額。 
27 十九世紀和算家處理幾何問題的方式，通常是透過類似於分割、求和取極限的積分法。 
28 引自秋田太義，《算法新書》，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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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除了提到「民生、日用、出納、乗除」等實用價值之外，數學亦作為經世之要務，

其中的「上自天子元子，下至凡民子弟，皆無不以是為教」正突顯了數學這門學問的重

要性。如圖三所示為《算法新書》第一頁書影。又如山口和所提到：「地之廣，萬物之

多無一非數也，則其為術豈小哉。聖人列諸六藝，而為経世之用宜哉。」29從這裡可以

看出「萬物皆有數」的論述，類似於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的想法。並

且，數學作為六藝之一，堪作為經世之用的重要工具。另外，千葉的門人菊池成裕在序

言中提到： 

夫數之為術，備天地之妙數，究萬物之功用而所以運用之者蓋存於人，若非其人法

何得其要，故古之明君必選其人而謹其職，葢數之於世用，關係最大，豈可一日缺

哉。吾千葉先生以數學久鳴於世，領主為賜月棒就之士列嗚呼！可謂得其人矣！30 

亦可見他將數學與天地萬物連結，也說明數學是明君經世治國的重要知識。另一方面，

門人伊東頼亮在序言中提到：「夫道術之於天地間，不因人而存不因人而亡」，31這樣的

論述，與柏拉圖數學知識獨立地存在於理想世界的論點頗能相呼應。 

透過這些作序者的觀點，我們可看出數學學習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社會裡的重要性 

與正當性，另一方面，從千葉胤秀門人之多，亦可了解和算教育在當時的發達與普及情

形。乃至千葉胤秀死後，他的子孫繼續在一關地區教授算學，承繼其算學道場，使得算

學成為千葉一家之家學，數代相傳，並依此作為千葉之家族事業。32也由於千葉一家的

耕耘與貢獻，使得一關一帶成為和算最隆盛的地區之一。 

雖然千葉胤秀原為農家子弟，但在其潛心學習數學這門學問後，最終得以因算學能

力受聘於一關藩，擔任算學師範，並且自立門戶開設算學道場，廣收學生、教授和算以

謀求生計，改變原有社會地位與名望。除了千葉胤秀本身之外，「數學」也使得原本務

農為生的千葉家族，得以依賴這樣一門「專業」的學問，提升了社會地位，轉而成為當

時重要且頗具聲望的算學家族。 

 

五、結語 

總結來看，算學道場的創立與普及，是十九世紀和算發展與和算教育的重要特色，

諸如內田五觀、長谷川寬父子、千葉胤秀父子等和算家，皆曾開設算學私墊或算學道場，

廣收門徒。從長谷川寬與千葉胤秀等人招收學生的數量，以及算學道場所用的教科書《算

學新書》，我們可以瞭解當時和算教育普及情況以及數學教育的學習內容。此書為一本

非常系統且具架構的算學教科書，也反應出當時和算教育所授之重要基礎知識。該書所

教授內容從最基本的度量衡、珠算、四則運算及實用數學開始，反應了數學知識的實用

面向。接著，包含了與無關乎實用的開方、諸約、招差、垛積、綴術、天元點竄術等知

識，再至玉率、弧矢弦、圓率、角術、橢圓周、穿去體等各類圓理相關問題，則反應出

數學的學術與智性面向。 

                                                      
29 引自山口和，《算法新書》，序文。 
30 引自菊池成裕，《算法新書》，序文。 
31 引自伊東頼亮，《算法新書》，序言。 
32 其兒子千葉胤英、千葉胤成、千葉胤道，孫子輩的千葉常一、千葉胤良、千葉胤規、千葉胤

和，以及千葉胤規的兒子千葉胤信等，都是關流和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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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習算者的觀點來看，數學為六藝之一，既具實用價值，且可作為經世之用的

重要工具，數學知識地位與其實用性，確保了學習的價值與正當性，也促進了數學的發

展與普及。再從前述長谷川寬與千葉胤秀家族的例子，此時期的和算家，因具備數學能

力而有機會受聘於藩校，擔任算學師範，或者自力開設算學道場，廣收學生、教授和算

謀求生計，成為當代名師，得以依賴這樣一門「專業」的學問，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地

位與名望，也使教授數學成為能讓整個家族興盛的家學與家業，見證了江戶時期數學這

門學問的專業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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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explaining the state about wasan educ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by introducing the important 

plac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e important wasan teachers. Then, the paper will analyze 

important wason textbook, Sampo Shinsho,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ts 

structure. After that, the paper will expla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athema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by discuss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wasan education, the contemporaneous views 

on mathematics and the wasan teachers who taught mathematics as a kind of famil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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