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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的專業化－數學知識整理與 

關流免許制的完善 
 

黃俊瑋 

（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數學教師、本會會員） 

 

摘要  本文以社會史的觀點，探討十八世紀和算最大流派關流的重要傳書，以及其數

學知識的分類整理與傳承過程，並簡述關流免許制的建立與完善過程。最後，從和算

家自主地進行知識保留、整理與流傳，以及關流免許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過程，說明十

八世紀和算專業化與制度化過程的特色。 

 

關鍵字：和算、知識整理、免許制、專業化 

 

 

一、前言 

「和算」（Was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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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的和算，依附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之下成長，雖然存在與中算、東算

共通的特色，共享著相同的文字與體例，但和算家吸納了中算知識後，透過遺題繼

承、算額奉納等特有的本土數學文化，以及數學家自主發展的問題意識等因素影響與

促成下，發展出有別於中算與東算的在地數學文化，並在數學問題的研究與創新設計

上，展現出多元而創新豐富的成果。1 

他們的數學學習、數學研究與問題設計，不再局限於社會與官僚所需的實用技術

層次，也非為了考試或當官等功利性目的，而是追求更高層次的純學術研究，他們純

興趣地為設計新題目或進行算額奉納等目的，而從事數學知識活動。江戶時期日本在

輸入的中算基礎上，由數學學術社群與成員獨立自主且自發地從事數學知識活動，本

土化、在地化且智性地發展出和算特有的問題特色與數學文化風貌。2 

而和算發展的過程與流派林立息息相關，特別是當時最大且最負盛名流派－關

流，以及流派內的主要和算家們，扮演了和算發展最重要的領導角色。而其流派內的

數學知識整理與關流免許制的完善，乃是十八世紀和算發展的特色之一。本文將從關

流數學知識的整理與傳承談起，乃至關流免許制的發展與完善過程，說明江戶時期數

學知識的整理，以及當時和算流派教育制度化的底定，論述和算是謂一門在地性且自

主性的專門之學。 

 

                                                      
黃俊瑋，台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數學教師。電郵：austin1119@gmail.com 

 
1 引自黃俊瑋，〈和算文化中的數學問題與特色〉，《台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4期，2017年。 
2 引自黃俊瑋，〈和算文化中的數學問題與特色〉，《台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4期，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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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流數學知識的整理與傳承 

十七世紀末期，以關孝和（Seki Takakazu，?-1708）為首的關流，留下許多的傳

書，例如關孝和生前的著作《三部抄》與《七部書》，3以及關孝和死後，其弟子荒木

村英與大高由昌（Ohtaka Yoshimasa）所編成《括要算法》等。其中的《三部抄》為關

孝和生前的著作，包含了《解見題之法》（1683 左右）、《解隱題之法》（1685）、《解伏

題之法》（1683）等三個部份，主要以抄本的方式在流派內流傳。從此書的架構來看，

主要將問題分成見題、隱題與伏題三類型，其中，見題類問題為不需設未知數且不用

天元術的問題；隱題類問題則需設立一個未知數，一般透過術文中的演算法，可導出

一個多項方程式，進而透過開方翻法求其數值解；伏題類問題與多元高次代數方和組

有關，問題中需設立多個未知數，再利用問題的條件與相關性質求得多元高次方程

組，最後，透過「解伏題之法」所揭示的方法可對方程式進行消元、化簡進而求解

之。4而這三類問題，規範了關流重要的基礎知識。 

《括要算法》則包含了〈元〉、〈亨〉、〈利〉、〈貞〉四卷，同樣僅在關流內流傳。

其各卷的主要內容如下：〈元卷〉利用累裁招差法處理了垛積問題，包含垛積總術與演

段、垛積術以及衰垛等部份。〈亨卷〉的內容主要是諸約之法，包含了互約術、逐約

術、齊約術、遍約術、增約術、損約術、零約術、遍通術、剩一術、翦管術等，主要

與數論有關。〈利卷〉為角法演段，此卷討論了求正三角形、正四邊形至正二十邊形之

內接圓與外切圓半徑問題。最後的〈貞卷〉包含了求圓周率與環矩術、求弧矢弦率

術、求立圓積率術等，此卷的數學知識主要與圓周長、弧長、球體積等圓理問題有

關。顯然，此書收錄的內容並不包含珠算或日常實用類型的數學知識，而是以關孝和

吸納《算學啟蒙》與《楊輝算法》等中算書之後，所發展出較為高深而專門的算學知

識。這與十七世紀早期、中期廣為流傳的《塵劫記》或《算俎》等，以實用數學為主

要導向的數學教科書迥然不同。 

關孝和時期，重要的和算知識與大部份的著述皆以抄本的形式在關流內流傳，同

時，他也與弟子們著手進行流派內重要數學知識的整理工作。除了前述由弟子荒木村

英與孫弟子大高由昌所編的《括要算法》之外，《大成算經》是關流裡的另一部集大成

鉅作。1683 年（天和 3 年）關孝和與建部賢弘（Takebe Katahiro , 1664-1739）、建部

賢明（Takebe Kataakira, 1661-1716）三人，協力著手彙編這本集大成之作，5有系統地

整理了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期，關流的重要數學知識，前後共費時二十八年的時

間，直到寶永七年（1710 年），終於完成這部共計二十卷，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3 《七部書》共包括了《開方翻變之法》（1685）、《題術辨議之法》（1685）《病題明致之法》

（1685）、《方陣之法‧圓攢之法》（1683）、《算脫之法‧驗符之法》（1683）、《求積》、《球闕變形

草》等。 
4 引自黃俊瑋，〈和算文化中的數學問題與特色〉，《台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4期，2017年。 
5 雖然，過去史籍上記載，現傳抄本《大成算經》是由建部賢弘與關孝和、建部賢明三人共同

撰寫的數學著作，然在日本數學史著述中，一般將其歸屬於建部賢弘的著作。該書前後歷時 28

年才完成，籌畫工作開始於天和 3 年(1683 年)，一開始是以建部賢弘為首負責編寫，至元祿中

(1696 年左右)完成初稿，初名《算法大成》。後因建部賢弘公務繁忙「不得窮其微」，關孝和也

因老病而「不能考檢熟思」，所以自元祿 14 年(1701 年)冬始，建部賢明又利用公暇對其「精

思」、「廣考詳注」，作成二十卷，更名《大成算經》，並親手抄善，至寶永 7 年（1710 年）告

竣。參考徐澤林，〈建部賢弘的數學認識論—論《大成算經》中的三要〉，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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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算經》共包含了首編、前集（卷之一至卷之三）、中集（卷之四至卷之十

五）、後集（卷之十六至卷之二十）。本書有系統地整理並收錄了當時重要的算學知

識，並提出他們對數學知識的分類，以及對數學研究的各種看法。首編介紹算學基本

知識，前集介紹加、減、乘、除、開方等五技及各種技算技巧，接著，中集將數學問

題分為「象」與「形」兩大類，並根據「象」、「形」的「滿」、「干」變化，討論

各種數學問題。最後的後集，討論有解數學問題的條件與無解問題的條件及其改造

法，進而討論如何利用代數方程或方程組解題。 

對比於同一時代，由康熙皇帝命梅瑴成、陳厚耀等人所匯編，歷時 31 年於 1723

年完成出版的中國官版百科全書式的數學鉅作《數理精蘊》，6日本的《大成算經》主

要由民間數學家關孝和、建部賢弘與建部賢明合力完成，書中相關算學知識的選擇與

收錄決定權，全掌握在關流內部主要和算家手中，而非官方決定與推動，展現出和算

發展與專業化過程的在地化特色。 

繼關孝和與建部賢弘之後，十八世紀和算家的算學著作益發豐富，松永良弼除了

致力於算學研究之外，對於知識的整理與著書也不遺餘力。他一生著述豐富，但皆未

刊刻，同樣以抄本形式流傳。他同時也對關孝和、建部賢弘以來的數學知識加以系統

化、組織化，並確立了關流流派內的重要傳書。由此來看，松永良弼可謂關流最主要

建設者之一。特別地，在關孝和的時代尚沒有「關流」這稱謂，一直到松永良弼

（Matsunaga Yoshisuke, ?-1744）時期，才開始流行這樣的稱呼。7 

後來，松永良弼將關流的掌門人傳於弟子山路主住（Yamaji Nushisumi, 1704-

1773），由於山路主住原本學於中根元圭，而後又曾學於松永良弼與久留島義太等重要

關流和算家，故可謂關流的集大成者。當松永良弼死後，山路主住接收他的傳書，並

接續了關流數學知識整理的工作。這些傳書經由山路主住、戶板保佑等人進一步的謄

寫與整理下，成為關流內知識傳承的重要資源。8而山路主住的著作也相當豐富，約有

64 部之多。9例如他著作的《關流算法草術》涉及主題相當多，共含 42 卷，收錄了

1069 個問題，不過，主要問題內容皆屬於較為簡單的基礎知識。山路主住除了接手相

關傳書外，並與久留米藩藩主有馬賴徸（Arima Yoriyuki, 1714 - 1783）有所往來，

後來有馬賴徸也據山路主住所得關流祕傳書籍，收錄並整理 20 類共 150 個數學問題與

答術，出版了《拾璣算法》公開這些關流數學知識，而後逐漸使關流數學知識普及

化。 

另一方面，戶板保佑曾擔任仙台藩天文官員，並協助幕府改曆與天文測量等工

作，因緣之下，得以認識關流山路主住，除了成為山路主住弟子之外，並獲得大量的

關流傳書，他對這些傳書親自謄寫並進一步編目，最終於 1780 年完成了題曰《關流四

傳書》的巨著，內容達五百卷之多，並奉獻於仙台藩的藩主。《關流四傳書》的內容共

包括了《關流前傳》185 卷、《關流後傳》110 卷、《關流要傳》115 卷、《關流完傳》

101 卷，羅列並保存了當時許多重要的和算書籍，為和算資料的整理與保存作出了很大

                                                      
6 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五卷〉。 
7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91。 
8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1。 
9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2與日本學士院，《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三卷，頁 16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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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10也為十八世紀末期和算的普及與推廣奠下重要的基礎。 

上述這些大規模數學知識的整理與保存動作裡，乃至相關算學知識的選擇與收錄

決定權，完全掌握在松永良弼、山路主住以及戶板保佑等關流掌門人或重要和算家手

裡，並非由官方決定與推動。換句話說，江戶時期重要數學知識保存與流傳的決定

權，取決於數學專家，而非掌握政治權勢之人。 

 

三、關流免許制的完善 

除了前述關流傳書與數學知識的整理外，關流的免許制也在這時期逐漸完善。江

戶時期和算知識的傳承主要採師徒制的方式，代代相傳，並形成了許多流派。11這種家

元-免許制度主要在江戶初期開始形成，並成為各種藝道普遍採納的制度化形式。掌管

整個家族（流派）的家長則被稱為「家元」、「宗統」。除了一般熟知的茶道流派、圍棋

流派之外，算學流派在私學興起的江戶時期，也紛紛形成。各和算流派內，掌門人對

弟子和門人傳授數學知識，並根據門人弟子的修業情況與所達到的標準放發「免許

狀」，12以證明所屬的門派與算學能力。  

以和算最大的流派關流為例，早期關孝和建立了「算學許符」、「算法印可」兩種

免許等級，而後由其他關流數學家擴充至「見題免許」、「隱題免許」、「伏題免許」、

「別傳免許」與「算法印可」共五等級。13而整個和算發展過程中的流派林立與免許

制，皆是東亞與世界數學史僅見的文化特色。 

現存最早的算學免許狀是寬永十年(1633 年)，佐渡算家百川治兵衛留下的一張免

許狀：14 

此佐渡國相川而中野兵九郎殿弟子候間，此一劄改互算道不殘可有相傳者也。 

        寬永十曆十月九日                     百川治兵衛      花押 

        弟子眾中15 

從現有關流免許狀的形式與傳書目錄情況來看，至少在關孝和的晚年時期，就已經形

成了關流數學免許制度的基本想法，並建立了初始形式。關孝和的《天文數學雜著》

中載有「算學許符」、「算法印可」兩種算學免許標題，但沒有具體傳書書目與序文。16 

    昭和初期，藤田菊彌（和算家藤田貞資後人）寄給帝國學士院的藤田家前人遺物

中，發現了幾份重要的免許狀。包含了藤田貞資「關流五段免許抄本」以及山路主住

授予藤田貞資的別傳、印可狀。此外，尚有關孝和於寶永元年（1704 年）授予宮地新

五郎的一則「算法許狀」，該免許狀是唯一現存關孝和親筆所寫的關流數學免許狀。關

孝和授予宮地新五郎的「算法許狀」序文與藤田貞資關流數學五段免許抄本之「見題

                                                      
10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2。 
11 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6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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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狀。同時，

免許狀上亦規範了算學學習的主要內容。 
13 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85-191。而五段免許狀涉

及的相關數學內容，可參考該書頁 213-219。 
14 日本學士院編，《明治前日本數學史》，第一卷，1979，頁 58。 
15 此免許狀引自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89。 
16 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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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序文一致，但兩者所載傳書目錄不盡相同。17 

    過去學者研究中發現，早期關孝和建立的免許制僅包含「算法許狀」與「算法印

可」，其中「算法許狀」中的知識主要以珠算、《九章》相關數學內容為主，而目錄結

束處則出現了「天元術」。「算法印可」的知識內容則對應著宋元數學，將宋元數學基

礎上獲得的新成果列入「算法印可」階段的算學內容。遠藤利貞《大日本數學史》以

及其《增修日本數學史》提到： 

光由以來，以教授算術為生者頗多，但大抵依照尖塵記為序授業。有先教算盤後

授籌算者，也有先教籌算後學算者。關孝和之法，先教學生以算盤，進而籌算，

其後進入見、隱、伏題三段免許目錄的學習，此世間所謂關流目錄也。關流數學

除上三段免許目錄之外，還有其它段位，然而關氏生前未及完成，並將草稿傳予

高徒。18 

可見關流內部的數學知識學習順序，是先教學生算盤而後再教籌算，之後進入「見、

隱、伏題三段免許目錄」的學習。19而這三段免許目錄主要對應到關孝和《三部抄》之

《解見題之法》、《解隱題之法》與《解伏題之法》三本書的內容。 

然而，關孝和生前並未能完整地建立關流的免許制，就目前史料來看，也無從得

知其弟子荒木村英與建部賢弘是否接手整理、調整了關孝和所遺留的免許制與相關內

容。不過，確知的是關流免許制主要透過松永良弼與山路主住始得以完善： 

松永良弼……侍於內藤政樹，師從荒木村英，盡得關流之皆傳。其時，荒木年歲

已高，未及整理關氏之遺稿，良弼整理校訶，進一步制定了關流別傳、印可免

許。故關流目錄共五段。不得此五段目錄者，不得關流數學之蘊奧。20 

現存最早與關流數學五段免許（見題免許、隱題免許、伏題免許、別傳免許和印可免

許）有關的文件，是 1747 年藤田貞資親筆抄寫的「關流免許錄」。21其中，別傳免許與

印可免許的宗統聯名則從松永良弼開始，並依序包含了山路主住、安島直圓到日下誠

止，當中並未列出關孝和與荒木村英的名字，因此，可推斷關孝和時期尚未制定這兩

種免許狀。22 

「別傳免許」的制定應是在 1747 年之後的事，除了前述見題免許、隱題免許與伏

題等三段免許，主要是依關孝和《解見題之法》、《解隱題之法》與《解伏題之法》

                                                      
17 參考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92-193。 
18 原出自遠藤利貞著，三上義夫編，平山諦補訂，《增修日本數學史》，1960，頁 112。引自烏

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98。 
19 若以幕末十九世紀千葉胤秀所著的和算教科書《算法新書》來看，該書第一卷的內容為珠算

相關知識，第二卷則多屬見題類問題，第三卷開始介紹天元術與點竄術，接著便可以開始討論

需設未知數的隱題類問題。第四卷與第五卷的內容則包含了更多進階的招差、垛積問題或者圓

理問題。此呼應了上述關流內部學習順序的說法。 
20 原出自遠藤利貞著，三上義夫編，平山諦補訂，《增修日本數學史》，1960，頁 260。引自烏

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98。然而遠藤利貞並未提到相關

資料出處與參考之依據。 
21 引自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197-198。 
22 遠藤利貞據此認為見題免許、隱題免許與伏題免許等前三段免許從關孝和開始便存在，而別

傳和印可免許則是松永良弼所製定。而三上義夫認為關孝和在世時期，已形成兩段免許，但具

體的數學傳書和等級段位劃分等相關細節則是在山路主住時代完成。三上義夫，〈關流數學の免

許段階の制定と變遷(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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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為基礎制定外，「印可免許」的目錄中則主要是關孝和《七部書》的內容。而

見題、隱題與伏題三段免許及印可免許，均是山路主住根據關孝和《算學雜著》中

「算學許符」與「算法印可」的序文、形式、傳書目錄以及松永良弼遺稿而制定，同

時，三上義夫也認為別傳免許應當是山路主住根據關氏傳給荒木村英，再傳給松永良

弼，最後傳給山路主住的傳書而制定。23至此，關流免許制已臻於抵定且完備。 

  此外，有關免許狀的發放權並不限於關流的掌門人。例如，現存一份由山路主住

之子山路主徵，於 1776 年授予多多納忠三郎的見題、隱題、伏題免許以及別傳、印可

免許狀。24然而，山路主徵並非當時關流宗統，再加上現存同一時期藤田貞資與山路主

徵曾聯合發放給中田文寬的四則免許狀來看，藤田貞資也具發放運許狀之權力，可見

當時關流數學免許狀的發放權，並非僅掌握在流派掌門人手裡，尚包含了流派內重要

或具影響力的和算家。因此關流四傳時代具有免許權的人，包含了安島直圓、山路主

徵以及藤田貞資等流派內重要和算家。至於一般獲得關流算學免許狀的人，並沒有發

放免許狀的權力，這些人若在開設私塾時，欲發放給學生免許狀，則需要獲得免許權

的關流數學家同意始得以發放。25 

 

四、結語－數學專業化 

綜合上述，江戶時期和算知識與文化的保存、整理與流傳，並非經官方機構，亦

非依循官學的方式來發展與推廣，主要是由武士與庶民階層發起，由下而上的文化，

這也展現了和算發展的社會化特色。在這過程中，和算流派（如關流）扮演了和算發

展最重要的領導地位。和算的學習內容以及知識的決定權，並非在官方，和算學習制

度的建立，亦非官方，主要都是各流派內的掌門人以及重要數學家所決定。 

例如關流制定免許狀與整理傳書的這些數學家裡，包含關孝和、荒木村英、松永

良弼、山路主住等人皆身負關流「掌門人」的領導者身份，充份展現出和算家專業自

主的特色，也反應出和算流派對江戶時期數學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推動研究的力量。

同時，松永良弼四段免許制，乃至山路主住五段免許制的制定，一方面代表至十八世

紀中期，關流內部數學知識已得到初步的整理與完善，並且表示江戶時期數學這門學

問以及當時和算流派教育制度化的底定。 

當時的習算者依據各流派所制定的規範與制度，循序漸進地學習數學知識，並依

據所學與所達到的數學程度，獲授不同階段的免許狀。如此，各流派裡的算學學習具

制度性的規範，且算學本身亦為一種專業性的知識，獲頒高級免許狀的和算家，代表

著他成為了精熟算學的專業人才。又諸如建部賢弘、中根元圭、松永良弼、久留島義

太與山路主住、藤田貞資等十八世紀關流和算家，皆因精熟數學這門學問，而有機會

受聘任職算學師範等工作，或者受任於天文、曆法或製定全國地圖等與算學相關的工

作，提升社會與經濟地位。如此，十八世紀的日本，數學（和算）儼然已是一門在地

性且自主性的專門之學。 

                                                      
23 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200。 
24 該免許狀現完整地放保存於松江一所小學裡。 
25 參考烏雲其其格，《和算的發生：東方學術的藝道化發展模式》，頁 201-202。相關討論細節可

參考該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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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Wasan－The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of Mathematic Knowledge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Seki School’s Menkyo Institution 
 

Jyun-Wei Huang  

（Mathematics teacher of Taipei Municipal Heping High School）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Wasan texts of Seki school as well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se texts with 

that the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of mathematic knowledge of the Seki school in the 18th 

century. Then, I als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Seki school’s menkyo institution. Finally, by 

knowing the context how Wasan mathematicians autonomously saved and sorted out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Seki 

school’s menkyo institution ,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oces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Wasan in the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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