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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初期和算問題的發展與特色—— 

以齋藤宜義的《算法圓理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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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紀和算家齋藤宜義的《算法圓理鑑》為例，探討 19 世紀初期和算

問題的發展與特色。《算法圓理鑑》中將數學問題分成 8 類，收錄了 36 個數學問題與

答案。同時，本書中所收錄的問題，許多是為了修改前人著作所出現的邪術或迂遠

術，並重新創造出正確的術或是較簡捷的術。這延續、呼應了 18 世紀末期關流數學家

與會田安明數學論戰過程的特色，也反應和算文化脈絡下，和算家從事數學知識活動

時的特有價值觀與審美觀。 

 

關鍵字：和算、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數學問題分類 

 

 

一、前言 

「和算」是日本江戶時期所發展出的本土數學研究、數學知識活動與數學文化。

18 世紀中期至江戶末期這一百年間，和算從早期的祕傳走向普及，當時許多重要和算

家都曾因自身的算學才能，受聘擔任算學師範。這時期的算學道場－和算私塾林立，

很多和算家仰賴開塾教授算學謀求生計，顯現出江戶末期數學教育普及化，也反應出

數學作為一種「專門之學」的專業化取向。1 

除了各地藩校納入算學的學習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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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算者的身份從早期的武士階層，慢慢轉變成一般的農民、庶民階

層。此時，和算傳播地域也非常廣，此時期除了在多個地方開展和算的版圖外，各地

之習算者以及算額奉納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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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以各式各樣數學問題的發展與突破，乃至各類數學「表」的創造與發明看來，

和算的創新研究在此時期蓬勃地發展、非常豐富。再考究算額奉納的數量，以及算額

與算書中益加困難且複雜的問題可發現，19 世紀和算家們對於設計問題與解題的興趣

並未減弱。設計數學問題並提出問題的解答，仍是一般和算家最主要的數學活動，各

種名為《算法》的數學書，收錄彙整了各類數學問題與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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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黃俊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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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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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的和算家也依據問題的本質與特色，將數學問題進行分類。由於相關算

書、算題非常多，無法盡舉，這裡筆者以齋藤宜義（Sato Nobuyoshi，1816-1889）於

1834 年刊刻出版的《算法圓理鑑》為例，說明 19 世紀和算題術之發展與特色。這本書

將圓理問題分成八類，透過本書，一方面有助於瞭解當時和算家如何對數學問題進行

分類，同時，亦可看出當時算學問題的特色與多樣性，了解他們如何透過新概念的引

入，來創造出各類新問題。 

 

二、齋藤宜義的生平與《算法圓理鑑》成書緣由 

齋藤宜義，字乾坤獨算民，號東理乾坤獨櫻，師從其父齋藤宜長（Sato Nounaga，

1784-1844），齋藤宜長是群馬縣的和算家，曾學於關流日下誠（Kusaka Makoto, 

1764~1839）、和田寧（Wada Yasushi,1787~1840）及阪部廣胖等人，為關流第七代和

算家。除了接受父親的教導與影響外，齋藤宜義年方十歲便在新町的稻荷神社奉納算

額，並在十六歲那年著作《側圓適等》一書，展現出他的數學天份。而後又曾向玉村

八審宮、高原市石原清水觀音堂等地奉納算額，至今仍保存。3 

《算法圓理鑑》為齋藤宜義著，並由其父親齋藤宜長閱與市川行英（ Ichikawa 

Koei）刊訂，其中市川行英則是齋藤宜長之門人。由於此書刊刻之年，齋藤宜義方十

八歲，因此，可能是在父親指導與幫助下完成。4 

至於本書的成書動機，可從序言略知一二。例如，齋藤宜長為《算法圓理鑑》作

序時提到此書的成書緣由：「余以關氏宗統之傳，命之宜義，今為奧旨，新考圓理之

諸象數十條為一書，名曰《算法圓理鑑》。5」同時，無論是齋藤宜長在《算法圓理

鑑》的序文中提到的：「題者創造，而術者次之。因雖願逃邪過、辯正簡，欲其取未

正者，及後君子磋之耳。」6或者齋藤宜義在自序中所說道：「是以設題施術，亦加改

革前書之煩，成一書。」7等，都可以看出，即使到了 19 世紀，和算家研究算學的目

的，除了創造、設計新的問題並提出其解答，也為了修改前人算學著作中，所提出不

佳或太過複雜的術文(公式、演算法)，8並重新提出正確的術或是較簡捷的術。 

基於上述和算家從事算學研究的重要動機，本書納入許多齋藤宜義為修改前人不

佳題術的舊問題與新答案。例如針對該書中的問題 14 他提出如下評論： 

右條者所載《拾璣算法》卷之五者，邪術也。又次載《杜盟算譜》卷之下附錄之

術者，用弧術四次而迂遠也，於術者如右，用弧術三次。9 

另外，他也針對書中的問題 15 提出評論： 

右條者所載《拾璣算法》卷之五者，其術者，用弧術十二次而大迂遠也，後所載

《杜盟算譜》卷之下附錄之術者，邪術也。於術者，用弧術四次也。10 

這正意謂著過去的和算家於《拾璣算法》與《杜盟算譜》等書中，所列出的舊有術文
                                                           
3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35。  
4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35。 
5 引自齋藤宜長，《算法圓理鑑》序。 
6 引自齋藤宜長，《算法圓理鑑》序。 
7 引自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自序。 
8 例如該術文字數太多，或該術文所涉及的方程式其次數過高等。 
9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第 14 問。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4。 
10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第 15 問。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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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邪術」或者過於「迂遠」，11也由於齋藤宜義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滿意，因此重

新對問題進行研究並創造出新的術。《算法圓理鑑》一書中，包含問題 4、6、10、11、

12、14、15、16、21、22 等，都是作者針對過去既有的問題與術文，提出了批判與評

價，並且創造出較佳的新術文、置於書中。綜觀這些評論的內容，可發現當中「邪

術」以及用弧術過多所造成的「迂遠」，乃是齋藤宜義改造新術的最主要原因。 

這延續了 18 世紀末期關流數學家與最上流會田安明論戰過程中的特色。當時的和

算家評論、批判其他人所造有誤或不佳的「邪術」以及過程中過於繁瑣的「迂遠」

術，並且從新改造新術，從事舊題新解，以展現出自己較為優秀的算學能力，並依此

進行數學論戰與數學競技。這也反應出江戶時期和算文化脈絡下，和算家從事數學知

識活動時的特有價值觀與審美觀。12 

 

三、《算法圓理鑑》體例、問題分類與特色 

接下來，我們介紹《算法圓理鑑》的體例特色，並說明齋藤宜義對數學問題的分

類方式與相關問題。 

首先，《算法圓理鑑》的體例特色，亦如同 17 世紀末的《發微算法》、18 世紀的

《拾機算法》與《不朽算法》等重要和算書，承襲了數學問題集的傳統形式－在書中

提出問題、畫出相應的圖形，並給列出解答與術文。本書中並未包含方程、垛積、諸

約等具有中算淵源的數學知識，而是收錄各類圓理（幾何）問題為主。齋藤宜義在

《算法圓理鑑》的自序中提到了他對圓理問題的分類方式：「夫原理有八題：原、

截、畫、穿、受、回、釣、轉是也。」13並進一步說明這八類問題各自的意義： 

原質象形，而圓象玉類之諸形，謂之原題；如原題截分之，謂之截題；原形畫異

形，謂之畫題；原題穿異形，謂之穿題；照形以其光受別形，謂之受題；周絲內

容形及挾筆文回之，謂之回題；以絲釣垂形，謂之釣題；列形其周附形，又其周

附形轉距之，謂之轉題。14 

接著，齋藤宜義便依據這八類圓理問題，在書中分別羅列若干問題與其答術。書中總

共收錄了 36 個問題，其中，包含了原題 7 題並附圓理極數問題 5 題；截題 3 題；畫題

2 題；穿題 8 題；受題 1 題；回題 1 題；釣題 1 題；轉題 3 題。最後附錄中有 5 個問

題，包含原題 1 題、穿題 1 題、級數問題 2 題以及組合問題 1 題。以下筆者進一步說

明八類問題的意義，並舉書中的例子供讀者參考。15 

(1) 原題 

本書首先列出「原題」類問題：「原質象形，而圓象玉類之諸形」。所謂的原題即

為各類常見曲面形體的求長與求積等基本問題。例如，求各類平面、立體圖形的面

積、體積乃至線段長、弧長、圓周長等許多問題皆屬此類。以《算法圓理鑑》一書為
                                                           
11 邪術，指的是在和算文化標準與價值觀之下，不好、不佳的術。迂遠，通常指的是問題的答案太長、

太過煩雜，例如雖然某術文（公式）是正確的，但此術文（公式）的字數太多，對於當時的數學家而言，

並不是理想的答案。 
12 參考黃俊瑋，〈江戶日本的一場數學論戰〉，《HPM 通訊》，第 18 卷，第 2、3 期合刊，2015。 
13 引自齋藤宜長，《算法圓理鑑》，自序。 
14 引自齋藤宜長，《算法圓理鑑》，自序。 
15 以下 8 類問題介紹與說明，主要參考改寫自黃俊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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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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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當中的原類題問題所占比重最高，例如原題第 5 題：「今有如圖矮立圓，三分之其

上下矢相等，長徑若干，短徑若干、離徑若干，問離覓積如何」即是（參考圖 1）。16 

此外，《算法圓理鑑》書中的原題尚包含了「圓理極數」類問題，此類問題與求極

值有關，問題的情境通常是在使某個幾何量產生極值的條件下，試求另一個未知幾何

量。例如：「今有如左圖勾股弦內畫弧背，矢若干，欲缺背最短，問得圓徑術如何？」

此為《算法圓理鑑》圓理極數第 1 題（參考圖 1 的右圖），和算裡的極值概念最早出現

在關孝和的《病題明致之法》一書，他一方面依據極值概念來判斷問題條件所給的數

據是否合理，同時也考慮圖形各類退化的極限情況，用於設計問題條件與問題數據的

過程中。而最早的求極值問題，則屬建部賢弘《綴術算經》的第 6 問：「假如有直堡，

長闊差七尺，闊高和八尺，欲使積至多，問長、闊、高及極積各幾何？」17而後，久留

島義太在《久氏遺稿．地之卷》提出了 24 個極值問題，並且在《久留島極數》書中提

出了 15 個極數術問題。換句話說，引入「求極值」這個新概念之後，和算家便據此創

造出許多新問題。 

 

 

 

 

 

 

 

 

 

 

圖 1、《圓理算

經》書影－原題

矮立圓以及勾股

弦內畫弧背 

 

(2) 截題 

有了原題類問題之後，和算家再以原題為基礎，引入各類新概念來設計出新問

題。例如，「截題」類問題的來源為「原題截分之」，也就是說，將原題當中的各類曲

面形體作分割，求分割後所形成新的形體之體積、截面積或截口曲線長度等問題。例

如：「今有如圖橢圓台，上下橢圓長短徑平行，從上長徑端到下長徑端截之，其周前後

平行斜截之，上橢圓長徑徑若干，下橢圓長徑徑若干，高若干，問得截面積術如

何？」18為《算法圓理鑑》截題類的第 2 題，此問題便是將原題類的圓台斜截，求其截

面積（參見圖 2）。 

 

                                                           
16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1。 
17 引自建部賢弘，《綴術算經》。 
18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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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畫題 

再來的「畫題」類問題與球面幾何有關，主要問題設計方式為「原形畫異形」，即

在原題類型的曲面上，畫上一個幾何圖形，求這個幾何圖形所圍的表面積或曲線長度

等。常見的問題便是在球面上畫上多邊形，求曲面上多邊形的面積。例如：「今有如圖

球覓畫三斜象其筆心向球心，大斜一十零寸中斜九寸，小斜五寸，問畫覓積幾何？」19

為《算法圓理鑑》畫題類第 1 題，此問題便是在球面上畫一三角形，求其面積（參見

圖 3）。書中也把上述問題推廣至球面上畫任意多邊形的情況。 

 

圖 2 《圓理算經》書影－截題例 

 

圖 3 《圓理算經》書影－畫題例 

 

(4) 穿題 

「穿題」類問題主要是透過「原題穿異形」而形成。這類問題關心的是，當圓

柱、球、橢圓柱、橢球等原題類型的立體圖形，被圓、橢圓、多邊形等平面圖形從中

間或從某些部位貫穿時，求貫穿部份的體積、表面積、交周等問題。例如：「今有如

圖球中央穿取角形假畫六角，球徑若干，角面若干，隨角數問得穿取積術如何？」20為

《算法圓理鑑》穿題類第 5 題，此題是以一個正多邊形穿過一個球體，求相交部份體

積（參見圖 4）。這類問題的一般性解法，最早由關流的安島直圓提出，到了 19 世紀

則成為和算家們相當感興趣的問題類型，例如小出兼政所著的《圓理算經》一書，同

樣也包含許多穿題類的問題。21 

再以《算法圓理鑑》為例，該書總共包含了 8 個穿去題，約占原書總數 31 題的

1/4。其中，第 19 問為圓球缺穿去弧形，已知球徑、穿弧圓徑以及通矢，求穿去殘覓

積術；第 20 問為球穿去直形（長方形），已知球徑、長方形的長與寬，求穿取覓積

術；第 21 問為球穿去弧，已知已知球徑、弧圓徑、弧矢，求得交背術；22第 22 問為球

穿去圭形，已知球徑、三角形的高與底，求穿取覓積術；第 23 問為球穿去角形（正 n

邊形），已知球徑與正多邊形的邊長，求穿去積術；第 24 問為球穿去二等圓，已知球

                                                           
19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4-445。 
20 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6。 
21 據小林龍彦、田中薫的研究〈算額にあらわれた穿去問題について 〉來看，他們收集整理了 19 世紀

之後，與穿去題有關的算額共計 138 面，而奉納於算額上的穿去題，共計 178 題，他們也將這些算額上的

穿去題細分成 36 類。同時，經其考證最早的穿去題出現於 1673 年《算法勿憚改》書中所留遺題 100 問的

第 91 問。 
22 交背為即圓弧穿過球時，在球表面所交之曲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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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穿去圓的直徑、兩圓距離，問交積；23第 25 問為圓壔穿去大橢圓，已知橢圓長軸

長、短軸長、大矢、小矢長，求穿取積；第 26 問為橢圓壔中央穿去圓錐，已知橢圓壔

底面橢圓長之長軸長、短軸長以及穿去弧形的矢長與弦長，求穿取覓積。這 8 個問題

便是《算法圓理鑑》所收錄的穿去問題（參考圖 4 與圖 5）。從這些問題可看出穿去問

題的各種推廣與變化。 

      

 圖 4《算法圓理鑑》書影－第 19問、第 20問、第 21問、第 22問  

 

   
圖 5《算法圓理鑑》書影－第 23問、第 24問、第 25問、第 26問 

 

(5) 受題 

利用「照形以其光受別形」可設計出受題問題，此類問題與投影問題有關，主要

是將幾何形體受光照，求投影至平面上所得圖形的面積與周長。例如：「今有如圖名日

月球，上而日球、中而月球，以照下平盤，設月影其圓象之長徑若干，短徑若干，問

月球影積及域周各如何？」24為《算法圓理鑑》受題第 1 題，此問題便是求月球受日照

所得月影形之面積與周長（參見圖 6），與天文學有關。 

                                                           
23 交積為圓周穿過球時，在球內部所形成通道的表面積。 
24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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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算法圓理鑑》書影－受題例 

 

 (6) 回題 

回題類問題是以「周絲內容形及挾筆文回之」。換句話說，問題的內容是將一根長

度固定的封閉絲線，固定其上兩點間線段，用筆尖繃緊其餘部份的絲線而畫線，求所

畫圖形的面積和周長。例如：「今有如圖左圓周系內容三角，挾筆先文回之乃周系三斜

與四斜成象，而及一周以畫形，名之曰回圓，三面角若干，周系長若干，問回圓周術

如何？」25為《算法圓理鑑》回題類第 1 題，本問題便是固定三角形某邊上兩頂點，求

筆尖所畫出封閉曲線形的周長（參見圖 7）。 

 

(7) 釣題 

釣題類問題的條件是「以絲釣垂形」，此類問題與幾何形體的重心有關，主要是依

某條件限制下垂釣一立體，再求某些幾何量。例如：「今有如圖球缺取中心釣垂之乃球

缺面與釣垂平行也，自其中心隨垂截之，球徑若干，缺不過半球，矢若干，問截面積

如何？」26為《算法圓理鑑》的釣題第 1 題，此問題便是以垂釣一球冠形，使之平衡

後，自中心截之，求其截面積（參見圖 8）。 

   

圖 7 回題例   圖 8 釣題例  圖 9 轉題例 

 

(8) 轉題 

最後的轉題類問題，主要是依「列形其周附形，又其周附形轉距之」設計而成，

此類轉距軌跡問題與今日所謂的擺線問題有關。當圓周在直線、圓周、多邊形上滾動

                                                           
25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8。 
26 齋藤宜義，《算法圓理鑑》，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補編》，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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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求該圓周上一點的軌跡長所圍圖形的面積。例如：「今有如圖方面附圓周、圓周附

黑圓心轉之黑圓去方面最遠為轉初，圓周循方面右轉，黑圓心循方面左轉，如此為

矩，隨各轉距之就黑圓心域跡及一周以畫形，名之曰轉距就圓，方面若干，圓圓周以

方面四段為多極，徑若干，問轉距就圓積如何？」27為《算法圓理鑑》轉題類第 1 題，

該問題便是將一圓形繞一正方形轉動，求圓上一定點在轉動過程中所形成軌跡圖形的

面積（參見圖 9）。 

以上便是《算法圓理鑑》對圓理問題所作的分類，以及各類問題的意義與示例。 

 

四、結語 

本文以 19 世紀和算家齋藤宜義的《算法圓理鑑》為例，探討 19 世紀初期和算問

題的發展與特色。本書的體例特色，承襲了傳統數學問題集的形式－在書中提出問

題、畫出相應的圖形，並給列出解答與術文。 

綜合來看，《算法圓理鑑》書中的問題主要是以方、圓、球、立體等平面、空間

圖形組合而成的純粹幾何式問題，並透過「原、畫、截、穿、受、回、釣、轉」等概

念來設計問題並作分類，這與其他和算作者對算學問題的分類大不相同。例如小出兼

政的《圓理算經》是依據問題所求的「對象」，將圓理問題分成「直線、周、背、面

積、體積、穿去積、極數」等類。28 

從《算法圓理鑑》一書可以看出，江戶末期和算家設計數學問題時的多樣性，也

反應出和算家對於圓理問題研究上的豐富成果。此書利用不同的數學概念，將圓理問

題分成原題、畫題、截題、穿題、受題、回題、釣題與轉題共 8 類，並收錄了 36 個數

學問題與答案。本書共有 2/3 的問題屬於原題類、圓理極數與穿題類問題。29其中，原

題是各類常見曲面形體的求長與求積等基本問題，而穿去題則是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

紀和算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新問題類型。 

此外，本書中所收錄的問題中，許多是為了修改前人著作所出現、有誤或不佳的

術－邪術或迂遠術－並重新創造出正確的術或是較簡捷的術。這延續、並呼應了 18 世

紀末期關流數學家與最上流會田安明進行數學論戰過程的特色，展現當時和算家精益

求精、追求更好答案的精神，也反應和算文化脈絡下，和算家從事數學知識活動時的

特有價值觀與審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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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 problems an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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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take Sato Nobuyoshi’ Sampo Yenrika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 problems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Wasan in Early 19th 

century. In Sampo Yenrikan, Sato Nobuyoshi included 36 mathematic problems with related 

answers and he divided these problems into 8 categories. In this book, Sato Nobuyoshi 

modified the Jutsu, the formulas or algorithms, in the predecessors' work and created a right 

Jutsu or simple one, and then he embodied these mathematic problems and related answers, 

Jutsu, in Sampo Yenrikan. This characteristics was continued from the debate process between 

the mathematicians in the Seki school and Aida Yasuaki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t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values and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Wasan as those mathematicians 

engaging in mathematics knowledge activities. 

 

Key words: Wasa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East Asia culture, mathematics problem, the 

taxonomy of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