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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齊民要術的版本保存和相關研究 
 

薛彥斌 

（壽光市齊民要術研究會） 

 

 

摘要  本文以日本對世界性巨著《齊民要術》的版本保存和相關研究為主線，從《齊民

要術》在日本的流傳、日本的中國古農書及《齊民要術》藏書主要地點、日本的《齊民

要術》主要版本、日本研究《齊民要術》的代表性學者如天野元之助、西山武一等專家

的研究業績和成果為切入點，對《齊民要術》在日本的深刻影響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梳理

與研究。 

 

關鍵字：《齊民要術》、版本、藏書地點、代表性學者 

 

 

一、前言 

日本是世界上保存世界性巨著《齊民要術》的版本最多的國家，也是非漢語國度研

究《齊民要術》最深入的國家。1《齊民要術》成書於北魏末年，由於當時還沒有發明

雕刻印刷技術，所以長期以抄本流傳而無刻本。早在唐朝時期，隨著經濟的繁榮，文化

的昌盛以及海陸交通的進一步開闢，中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就已非常頻繁，《齊民要

術》以手抄本形式流傳於日本，因此與其他大批中國文物圖籍一起，漢籍東流，在日本

廣泛傳播，並在日本保存流傳下來。直到唐宋時期雕刻印刷技術發明以後，《齊民要術》

才有了刻本流傳。在日本，對《齊民要術》的研究倍受重視，日本學界把對賈思勰及其

《齊民要術》的研究稱之為「賈學」。2並成立《齊民要術》輪讀會和研究會，進行有組

織、有計劃的探討研究。以研究中國農業史著稱的天野元之助先生，出版《後魏賈思勰

〈齊民要術〉的研究》一書，在日本學界有較大影響。熊代幸雄教授撰有《〈齊民要術〉

中旱地農法與近代實驗科學原理的比較》等書，得出了「農業經驗的原理與西方科學原

理極為接近，而東亞經驗的原理卻早在 6 世紀完成先于西方賈學」的結論。西山武一教

授著有多部賈思勰與《齊民要術》研究專著，受到日本學界極大歡迎，由西山武一、熊

代幸雄校訂譯注的《齊民要術》曾在《日本經濟新聞》上被評為特別優秀圖書。 

                                                 
薛彥斌，壽光市齊民要術研究會副會長，濰坊科技學院農聖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電郵：

xueyb2013@163.com 

 

本文是《中華農聖賈思勰與〈齊民要術〉研究叢書》（李昌武、劉效武、薛彥斌主編）第三輯《〈齊

民要術〉傳承與應用》中《〈齊民要術〉在中外農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研究》（薛彥斌著）中的一

部分。 

 
1 〈齊民要術在日本〉，《光明日報》，（1979.3.l5），4 版。 
2 西山武一•劉春麟編，〈校合《齊民要術》卷一〉，北京大學農學院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部，1944），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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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中國古農書及《齊民要術》藏書主要地點 

  藏書主要地點根據原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天野元之助所著《中國古農書考》（龍

溪書舍，1975）記載的圖書館、文庫、研究機關名單整理，天野手頭佔有材料多，不愧

是日本研究《齊民要術》第一人者，不辭勞苦，數十年奔波于古農書海之中，博覽群書，

刻苦鑽研，勤奮耕耘，才取得出類拔萃的研究業績。筆者又根據近年來的資料添加了若

干地點，現將日本的中國古農書及《齊民要術》藏書主要地點列在下面。 

1. 內閣 內閣文庫（東京都千代田區北丸公園）。 

2. 京博 京都博物館（京都市東山區茶屋町五二七）。 

3. 金澤  金澤文庫（神奈川県橫浜市金沢區金沢町 142）。 

4. 蓬左  蓬左文庫（名古屋市東區德川町二丁目）。 

5. 東研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都文京區本鄉七丁目）。 

6. 東洋  東洋文庫（東京都文京區本駒込二丁目）。 

7. 國會  國會圖書館（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二丁目）。 

8. 靜嘉  靜嘉堂文庫（東京都世田谷區岡本二丁目）。 

9. 尊經  前田尊經閣文庫（東京都目黑區駒場八五一）。 

10. 農總  農業總合研究所（東京都北區西之原二丁目）。 

11. 人文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12. 京大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京都市左京區吉田本町）。 

13. 武田杏雨書屋（大阪市東澱川區十三西之町）。 

14. 天理 天理圖書館（奈良市圸之內）。 

15. 岡山大  岡山大學農業生物研究所圖書館分館（倉敷市中央二）。 

16. 山口大  山口大學圖書館（山口市吉田）。 

17. 早大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東京都新宿區戶塚町一丁目）。 

18. 神大  神戶大學圖書館（兵庫縣神戶市灘區六甲台町一丁目）。 

19. 流通大 流通經濟大學（茨城縣龍之崎市平畑 120 號）。      

 

三、日本的《齊民要術》主要版本（刊本） 

1. 西山．熊代氏共譯的《齊民要術》所見刊本 

在西山武一、熊代幸雄共譯的《齊民要術》裡，可以直接感受到兩位教授的大家風

範和嚴謹學術態度，僅從他們引用的《齊民要術》版本一覽就可以看出編譯日文《齊民

要術》的浩繁工作量和艱辛程度，在其範例附錄中，有「齊民要術刊本一覽」。 

（1）北宋．崇文院本（1023-31），天聖中詔刻（文獻通考引自李濤，天禧四年詔

刻） 

①高山寺本，殘缺本、卷五卷八存。京都博物館藏。 

②金澤文庫抄本（1274），文永 11 年，在金澤文庫抄寫，卷三失。名古屋蓬左文庫

藏。卷子本、行 15 字。 

（2）南宋．紹興本（1144），紹興 14 年，張轔、龍舒私刻。葛佑之後序。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17 

①群碧樓藏明抄本 江甯鄧氏群碧樓藏、民國初年發現。 

（3）元本，漸西村舍本校刊商例《邵惠西，元本半頁 10 行、一行 18 字》。 

（4）明系統本，被定評為「誤脫滿紙，明顯失去了原貌」。 

①湖湘本（1524），嘉靖 3 年、馬直卿、刻於湖湘，王子衡後序。 

②秘冊匯函本（1603），萬曆 31 年刻。沈子龍、胡震亨有後記。 

②津逮秘書本（1630），崇禎 3 年、秘冊匯函本複刻。近代最多的流行本。 

③山田羅穀本（1744），延亨元年、京都向榮堂、津逮本複刻。附有頭注、訓點。 

③仁科幹本（1826），文政 26 年、浪華定榮堂、羅穀本複刻。 

（5）清代校宋本 

①學津討原本（1804），嘉慶 9 年刊。黃琴六校農桑輯要本。張海鵬後記。 

①四部備要本（1926），民國 15 年、中華書局刊。學津討原本複刻。 

②豬飼氏校北宋（1761、1845），豬飼彥博根據一宋本校訂。東京靜嘉堂文庫藏。 

③張紹仁校南宋（1821），道光元年、黃堯圃藏校宋本的手臨、卷七 66 篇為止。同

文庫藏。 

③勞季言校南宋（未詳），校年未詳。根據宋鈔本及群書校訂。卷五 45 篇為止。同

文庫藏。 

③陸心源．《群書校補》（1890），光緒 16 年、根據勞氏校宋本繼校至卷七 66 篇為

止。 

④崇文書局本（1875），光緒元年、《子書百家》編入刊行，根據津逮本校改，無典

引。 

④觀象廬叢書本（1888），光緒 14 年刊。呂吳調陽跋。 

④百子全書本（1915）民國 4 年刊，崇文局本的附有石印、訓點的複刻。掃葉山房

發行。 

⑤漸西村舍本（1896），光緒 22 年、根據劉恭甫、洪琴西過錄宋本（由朱述之贈與

勞氏）校訂學津本，由中江權屬刊行。袁昶跋、收入恭甫的校刊商例。 

⑤龍溪精舍本（1917），民國 6 年、根據高山寺本、太平御覽校訂漸西本刊行。唐

宴跋。 

⑤叢書集成本（1936），民國 28 年、漸西本的訓點、鉛印本。商務印書館刊。 

（6）現代影印．校譯本 

①影印．高山寺本（1914），民國 3 年、羅振玉影印。吉石庵叢書中。 

②影印．四部叢刊本（1922），民國 11 年、群碧樓藏明抄本的影印。涵芬樓（商務

印書館）刊。 

②萬有文庫本（1930），民國 19 年、四部叢刊本的訓點鉛印本。上下 2 冊。 

③國學基本叢書本（1936），民國 25 年、萬有文庫本的合冊。 

③影印金澤文庫本（1948），昭和 23 年、農業總合研究所刊。附有齊民要術傳承考

（西山）。 

④校訂譯注．齊民要術（1957、1959），昭和 32 年西山譯上冊、同 34 年雄代譯下

冊、東大出版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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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同補訂第二版（1969），昭和 34 年合冊本。亞洲經濟出版會刊。 

⑤齊民要術今釋（1957，1958），石聲漢著、4 分冊、科學出版社刊。收入校記、

注解、譯文。 

由西山．熊代氏共譯的《齊民要術》所見刊本可知，《齊民要術》在日本共有 26

個版本，加上西山．熊代氏共譯的《齊民要術》（上下冊）、同著合訂版以及石聲漢的《齊

民要術今釋》，共 29 個版本。西山武一和熊代幸雄查遍閱遍，徹底鑽研，經過反復吃透、

對比、校訂，不斷地與石聲漢等中國專家請教交流，形成了著名的日文校訂譯注本《齊

民要術》，在中國、日本乃至全世界，只要一提日文版《齊民要術》，無人不曉西山武一

和熊代幸雄的大名，在做學問方面，西山和熊代教授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2. 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書考》所見刊本 

 天野元之助在《中國古農書考》的「北魏、賈思勰撰《齊民要術》十卷，永熙．

武定年間（西元 532～544 年）所作」一文中，從北宋天聖本（西元 1023～1031 年）、

南宋紹興本（張轔本=龍舒本，西元 1144 年）、明湖湘本（馬直卿本）三個頭緒進行展

開，列出 25 種不同版本，列出「齊民要術刊本系統表」。它們是：高山寺本（京都博物

館藏），吉石庵本（影印本），金澤文庫本（蓬左文庫藏），影印金澤本（影印本），豬飼

校宋本（靜嘉堂藏），山田羅穀本（木板本），仁科幹本（木板本），國學基本叢書本（活

字本），萬有文庫本（活字本），四部叢刊本（影印本），群碧樓抄本（書寫本），群書校

補（木板本），張氏校宋本（靜嘉堂藏），勞氏校宋本（靜嘉堂藏），叢書集成本（活字

本），漸西村舍本（木板本），龍溪精舍本（木板本），湖湘本（木板本），秘冊匯函本（木

板本），津逮秘書本（木板本），崇文書局本（木板本），百子全書本（石印本），觀象廬

叢書本（木板本），學津討原本（活字本），四部備要本（活字本）。 

 

四、日本研究《齊民要術》的代表性學者 

（一）天野元之助（Amano Motonosuke） 

天野元之助（1901〜1980），是日本現代著名的中國農業史專家和《齊民要術》研

究專家，日本京都大學《齊民要術》輪讀會發起人和會員。1901 年 2 月出生於大阪市，

1926 年 3 月畢業于京都大學經濟學部，同年 4 月，任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調查機關勤務，

1946 年加入長春鐵路公司，在科學研究所經濟調查局勤務，1947 年返回日本，在中國

長達 22 年零 3 個月之久。在中國期間，他先後去大連、長春、哈爾濱、瀋陽、北京、

天津、濟南、青島、鄭州、西安、上海、南京、杭州、蕪湖、武漢、長沙、南昌、廣州、

香港、澳門和海南島等地從事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同時，

收集和查閱了大量的中文古文獻，為日後的研究打下了扎實基礎。回國後，1948 年 2

月進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工作，1951 年 6 月獲得京都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55

年 6 月，就任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1963 年 5 月獲得日本學士院獎，1964 年從大

阪市立大學定年退休。 

1967 年 4 月，就任追手門大學文學部教授，由於先後在京都大學、大阪市立大學、

追手門大學從事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堅持不懈數十年，研究中國農史和古農書，取得

了卓越成果，自 20 世紀 30 年代至 70 年代，出版了《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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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農書考》、《中國農業史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論》、《中國農業諸問題》、《現代

中國經濟史》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作者對中國的農作物、農耕技術、農具、糧食加

工工具等進行了系統考察，提出了頗有見地的看法，不失為從事農業史和農業考古研究

工作者的有價值的參考書。其中，《中國農業史研究》和《中國古農書考》是研究中國

農業科技史的專門著作。天野元之助博士，是研究中國農業史的著名日本專家，也是專

攻中國農業史的第一位外國學者。《中國農業史研究》和《中國古農書考》即便對中國

相關學者來說也屬難能可貴，前者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統論述中國農業科技史的著作；後

者是他 30 年來研究中國古代農書的結晶。 

天野先生對中國農史的研究是在逆境中開始的。1943 年 9 月，因為「赤色」嫌疑，

他被逐出滿鐵調查局，隨後便在大連圖書館要了個小房間，不問世事地埋頭苦讀，專心

鑽研，直到回國時為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的「研究基礎，正是在這種鬱鬱不

得志時期中形成起來的」。回日本後，一有機會他便到各大圖書館查閱中國古農書及有

關古籍，做筆記、寫論文，30 多年從不間斷。梁家勉先生說他「孜孜磕磕，忘老忘病，

付出很大的辛勤勞動，作出不少卓越貢獻」，事實正是如此。 

天野元之助對中國農史研究的貢獻是很大的，早在 1946 年 3 月，中國農業史的研

究尚處於只有個別人（如毛雝、萬國鼎等），從編寫《農書目錄》入手的初始階段。天

野先生便已寫成了《〈陳旉農書〉與稻作的發展》等十多篇論文，提交給中長鐵路公司

經濟調查局。為此，1948 年 7 月天野博士回國時，調查局局長廖平（原名陳繼周），還

特別向他贈詩一首，前面四句說：「槖筆遼東振大名，農書草就歎專精。齊民要術天工

奧，都讓先生探討明。」 

（二）西山武一（Nishiyama Buichi） 

西山武一（1903～1985），日本東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科原教授。1903 年出生于

日本佐賀縣西有田町，1926 年畢業于東京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學科，同年進入日本農民

組合新瀉縣聯合會任主事，1938 年任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20 世紀 40 年代北京大學農

學院《齊民要術》輪讀會會長和發起人。「賈學」與「賈學之幸」的首次提出者。更可

貴的是，西山武一不但收集、整理、校對、譯注、研究《齊民要術》，還到山東臨淄實

地考察。1947 年任日本農業綜合研究所中國研究室長，1952 年任鹿兒島大學農學部教

授，1964 年任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教授，1969 年任日本東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科教

授，1985 年去世。 

西山武一教授是世界上首次提出「賈學」的日本著名學者（1944 年在《校合〈齊

民要術〉》卷一《序記》中第一次提出），日本研究中國農業歷史和《齊民要術》的知名

專家和學者，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與熊代幸雄共同校訂譯注的《齊民要術》（東京大學

出版會，1957，1959）和《亞洲的農法和農業社會》（西山武一，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

西山武一與熊代幸雄共同校訂譯注的《齊民要術》的初版經歷了兩年時間，上冊 1957

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下冊 1959 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原因之一是獲悉中國

西北農學院的石聲漢教授將要完成《齊民要術今釋》第一、二、三、四冊，另外在與石

聲漢書信交流時雙方的觀點有異議，非常敬佩石聲漢的學術水準，決定暫時中止下冊的

校訂和譯注，待到石聲漢的《齊民要術今釋》1957 年 12 月至 1958 年 6 月由《科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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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到第三冊後，西山．熊代氏的《校訂譯注齊民要術》下冊才在參考石聲漢《齊

民要術今釋》後出版。 

我們今天看到的西山．熊代氏的《校訂譯注齊民要術》，上冊為 1957，下冊為 1959，

第一版；亞洲經濟出版社，1969 年出了第二版；亞洲經濟出版社，1976 出了第三版；

第三版上下冊合訂本的其英文說明是：Chia Ssu-Hsie’s, CH’IMIN YAOSHU, Chinese 

Book of Husbandry Written in Sixth Century, Part I（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rt II 

（Product-Utilization）,Translated in to Japanese With Revisory and Explanatory Notes by 

Buichi NISHIYAMA,Yukio KUMASHIRO， The third edition with supplementary articles, 

ASIAN ECONOMIC PRESS,LTD. August 1976, Printed Japan. 1959 年，西山武一、熊代幸

雄共同校訂譯注的《齊民要術》，獲得該年度日本經濟新聞特別獎。日本經濟新聞特別

獎自 1958 年創立以來截至 2014 年底為止，已經連續頒獎 57 屆，西山武一、熊代幸雄

教授是 1959 年第二屆獲獎者。 

1937 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一些學者在當時北京大學農學院任職，從 1940 年起，

以西山武一、齋藤武為代表，組織錦織英夫、蕭鴻麟、渡邊兵力、山田登、賈振雄、劉

春麟等中日學者研讀中國農書。他們初始研讀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元代王禎的

《農書》，後在研讀美國 J. A.威特索耶（Widtsoe, J. A.）《旱地農業》過程中，將《齊民

要術》作為旱地農業的經典來校訂、研讀。1944 年刊印出《校合〈齊民要術〉》卷一，

由西山武一和劉春麟執筆。其《序記》提到後漢許慎《說文解字》的研究能發展成為「許

學」，後魏酈道元《水經注》的研究被稱為「酈學」，而《齊民要術》則千餘年沒有碰到

這種「運氣」。並指出：「近十餘年來，對《齊民要術》再認識的重要性已漸漸為先知先

覺者所注意，實應慶倖其為賈學開運的發端。」這是「賈學」見諸文字的最早記錄。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山武一等返回日本。他們仍熱衷於《齊民要術》的傳播與研究。西

山武一於 1951 年完成《齊民要術》一、二、三卷的日譯，1953 年完成四、五、六卷的

日譯。熊代幸雄 1953 年譯完卷七、卷八，1956 年譯畢卷九。1957 年、1959 年分別出版

了《校訂譯注〈齊民要術〉》上、下冊（農業綜合研究所）。 

據西山武一的友人斎卉之教授回憶稱：西山武一在 1940 年前後就著手研究「賈

學」，而正式在書面上提出「賈學」是 1944 年，西山武一對《齊民要術》給予高度評價，

利用當時在北京大學農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工作的有利條件，接觸到了《齊民要術》的

各種版本，又專程前往賈思勰為官當高陽太守的山東省淄博市的臨淄去作學術調查。西

山教授還與金澤文庫協商，將《齊民要術》北宋寫本的影印版寄給了石聲漢教授。此前，

石聲漢教授是通過友人介紹，先與天野元之助教授建立書信來往的，1957 年初，把自己

的《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的農業科學》一文寄給了天野元之助教授徵求意見，經

天野元之助介紹，才與當時的鹿兒島大學西山武一教授建立了學術聯繫。 

西山武一教授，以研究中國古代農業著稱，在《齊民要術》研究中，與中國的相關

專家學者聯繫非常密切，1955 年，《齊民要術》校注工作開始後，為搜集盡多的校勘用

善本，石聲漢瞭解到日本金澤文庫（皇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北宋年間的手抄本比較完整，

1957 年 3 月，他就給日本友人西山武一去信請求幫助，西山武一從他自己僅存的兩部影

印本中抽出一部寄贈給石聲漢。1957 年 12 月，石聲漢校注完成的《齊民要術今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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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冊正式出版。他把這本書寄贈給日本朋友西山武一。當時他還不知道這位日本著名的

漢學家和中國農業科學史專家正在與另一位日本漢學家合作校勘《齊民要術》，並擬以

日譯本出版。西山武一等收到贈書後，對石聲漢極表稱讚，並指出「今釋校注嚴謹，不

但是『賈學』（即對賈思勰所撰《齊民要術》的研究）之幸，且有助於日中文化交流」。

同時還特別說明，他們校勘《齊民要術》的工作暫時停止，等待石聲漢的今釋本出版後，

將參考進行修訂，再行出版。1958 年 5 月，《齊民要術今釋》第三分冊出版後，西山武

一等才完成了他們的校注翻譯。 

1964 年 4 月，西山武一寫信給石聲漢，表示希望在 9 月到北京參加世界科學討論

會後能去武功向他請教，並提議於 1965 年召開一次中日兩國農學研究者關於中國古農

書的討論會。石聲漢認為這正是向國際顯示我國古農學研究力量和成果的好時機。他先

後給國務院秘書處和西北農學院黨委寫信，情真意切地呼籲：「儘快組織國內專家，建

立我國自己的農學史研究中心，迎接日本人的挑戰。」石聲漢將農史學研究視為一場捍

衛民族尊嚴和榮譽的戰鬥，盡全力投入。「忘其疲，忘其病，也忘其老。」為之付出了

一腔心血，也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敬重。 

雖然西山武一與石聲漢都為各自國家研究《齊民要術》的翹楚，但各自都時時保持

著虛懷若谷的學者風範，互相尊重，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為了研究古農

書，西山武一教授、與西北農學院（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石聲漢先生等中國相關學

者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關係，互相贈送新著，所需研究資料互通有無。互相開誠佈公

地對著作中偶爾出現的小小錯誤提出指正意見，提者直接了當，受者聞過則喜。如此學

者風範，堪稱學壇佳話。現舉小例幾則： 

1. 1955 年，石聲漢的《齊民要術》校注工作開始後，為搜集盡多的校勘用善本，

石聲漢瞭解到日本金澤文庫（皇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北宋年間的手抄本比較完整。他就

給日本友人西山武一去信請求幫助。西山武一從他自己僅存的兩部影印本中抽出一部寄

贈給石聲漢。並在來信中對於中國人不注意「賈學」的研究表示遺憾。這對於民族自尊

心極強的石聲漢先生是莫大的刺激。他忘寢廢餐加緊工作，克服疾病纏身和研究中的重

重困難，只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就完成了 97 萬字《齊民要術今釋》，並以四個分冊連續出

版。為了中日文化交流，為了感謝寄贈《齊民要術》影印本，為了回復西山武一教授善

意的批評。他把新出版的《齊民要術今釋》第一分冊寄贈。西山武一收到後十分高興，

回信中高度評價石注釋本校勘精細慎重，注釋內容獨特，並說「這不但是『賈學』之幸，

而且有助於今後中日之間的文化發展與交流。」 

2. 1957 年 12 月，石聲漢校注完成的《齊民要術今釋》第一冊正式出版。他把這本

書寄贈給日本朋友西山武一。當時他還不知道這位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和中國農業科學史

專家正在與另一位日本漢學家合作校勘《齊民要術》，並擬以日譯本出版。西山武一等

收到贈書後，對石聲漢極表稱讚，並指出「今釋校注嚴謹，不但是『賈學』（即對賈思

勰所撰《齊民要術》的研究）之幸，且有助於日中文化交流」。同時還特別說明，他們

校勘《齊民要術》的工作暫時停止，等待石聲漢的今釋本出版後，將參考進行修訂，再

行出版。1958 年 5 月，《齊民要術今釋》第三分冊出版後，西山武一等才完成了他們的

校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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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齊民要術》雖成書於中國，但收藏、整理此部巨著的日本社會各界人士、團體以

及研究此部巨著的日本學者卻趨之若騖，前仆後繼，歷朝歷代，生生不息。這說明《齊

民要術》的本身是劃時代的無價之寶，僅從日本一個國家就可以影射出《齊民要術》的

偉大性和世界性。日本民族是一個對東西方文化兼收並蓄而且注重實用的民族，正因為

《齊民要術》本身在世界農學史、世界農業科學技術史、世界農產加工和食物史、世界

農業經濟、經營史、世界農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史以及世界生物學史上的不可動搖的崇

高地位和實用價值，才使日本有對《齊民要術》收藏、整理、校注、譯釋和研究的熱潮

和癡迷，這裡除了日本學者對「賈學」的興趣外，《齊民要術》蘊合著的深湛的科學內

涵是關鍵所在，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同時也應看到，中華民族是既有光輝燦爛文化、有長期人文積澱的民族，又是歷經

磨難的民族。由於扶桑氣候宜人，少黴蝕之害，貴族、寺院嚴護有法，而漢籍故土以前

卻兵荒馬亂不斷，書厄接踵，典籍損毀嚴重，以至許多珍本在國內已無處尋覓，因此才

出現在中國久已堙沒的北宋崇文院《齊民要術》原刻本，在日本高山寺藏有第五、第八

兩殘卷，雖不完整，卻已是稀世之珍的現象，這不能不令人噓唏不已，國盛國泰才能民

安，同樣國盛國泰才能書安、版本安，在保護國寶級文化財產上日本有許多值得我們學

習的長處。另外，寶貴的文化遺產，是生產力的一種，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不可估

量的，繼承者可能是本民族，但決不僅僅是本民族，科學技術無國界。同時，我們決不

應妄自菲薄，我們的祖先為後人創造了像《齊民要術》這樣的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我

們應盡最大努力將其發揚光大，古為今用，使祖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得到充分整理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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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of Qi Min Yao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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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aking Japan’s preservation editions of world masterpiece 

agricultural book Qi Min Yao Shu and related researches as the main line,  and taking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findings and achievement on Qi Min Yao 

Shu as the starting points such as Amano Motonosuke, Nishiyama Buichi, it has 

carded and studied profound impact of Qi Min Yao Shu on Japan mainly from aspects 

of the spread of Qi Min Yao Shu in Japan, collection places of ancient China's 

agricultural books and the agricultural masterpiece of Qi Min Yao Shu in Japan  and 

major editions of Qi Min Yao Shu in Japan in a comparatively detailed way. 

 

Key Words:  "Qi Min Yao Shu", Japan’s preservation editions, Collection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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