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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型到改良諱::

臺灣的型其改良(1900s-1960s) * 

黨承豪料

才亮 要

農業往產效能之高低， 。翠的發明，使得農業耕作.效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雪政府及民間皆積極准行摯的改良 O 在1900年前

後， E起民闊的農具專家完成了兼具穩定度並可以深耕的日式痘床點。而

臺灣的在來絮，於17世紀時由中圈傳入舉j臂，優點在於穩定i[生高、

，可以省人一牛的方式搭配耕糕，但缺點則為不島深耕，且

為搜升生產力，曰:金持期的農事單位但在畫灣從事塹具改良，在1922年完

成首批嘉:灣改良擊。其後，聽辛苦日本改良擎的輸入，以及官方、民間分別

投入塹其改良，終使臺灣的改良型日韓成熟，逐漸取代在來悍的地位，

關鰱詞:在來隸、改良型、日式經琮型、 、未承仁。

本 本文之二棋寫，承葉都i這振華教指指導。在資料收然反田野訪主皇帝，政治大學發灣史研究所載贅村教

授、屏草之科技大學陳光總是飾、宮會珍紀文化藝爭i可是在這全會蕭景文渡客、是j彎授夫?學物館林使

等提供各方泌的協助，在“此一得致謝。

料鑽主L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受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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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一-、月4 吾

穩定的農業生產，使人們擺脫採集持獵的不穩定，並提供建立永續發

展文明的基礎。 1而農業產值的提升，則可讓人們獲取更多的營養。農業的

產值，除有賴於該地的自然環境及農作物本身的素質外，耕作的技術及耕

作器具的良芳更是不可獲缺的一環，積極的改善農耕技術及農具的構造，

對於農業產值可說相當具有助益。 2

農業生產效能之高低，有賴於農具的精良 o 刊專統農業因農業器具的不

同，大致可分為型農業和和鐵農業兩大種類。 4型的發明起源大抵可以上溯

至約13 ，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 )地區，是人類社會演進中

特別值得一書的器具 O 聖農業的耕作方式，係採用可擔任耕耘、培土、哇

立、除草等多種程序的型具，搭配牛、馬、駱駝此類獸力來運作，這種搭

配方式相對於人力耕鉤，效率得以大幅提昇，並可使土地樣貌快速改變。 5

故大英百科全書將型稱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農具 J 6 甚至還有說法認

為，-型的發明比戰爭還重要」 7o

因應不同的自然環境及各文化間的人文特色，各地方的型具各有特

Grolier Incorporated, The encycJopedia Americana , Vo1. 1 CDanbury, Ct.: Grolier, 
2000) , P.353. 

2 農業科學可分為5大分支:1.土壤學、 2. 植物生產、 3. 動物生產、 4. 經濟學和管理學、 5. 農業工程學，

農具的改良屬於農業工程學中的一環。參見“科學" , <大英百科全書》。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0120z5 [存取日期: 2006年4月 27 日〕

3 Grolier Incorporated, The encycJopedia Americana , Vo1.l, P.353. 

4 下中宏、編集， <世界大百科事典) 14 C 東京:平凡社， 1993) ，頁 674 。

5 Curw凹， E. Cecil , Plough and pasture the early history of farming,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3, pp.61-62. 家永泰光， <翠」二農耕仿文化 比較農法論仿一視點力、

台 ) C 東京:古今書院， 1980) ，頁 9-12 。張彩泉總編， <臺灣稻作發展史) C南投:臺灣省政府農

林廳 '1999) ，頁270 。

6 “幫" , <大英百科全書》。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

article?i=059650) 0 [存取日期: 2008年11 月 l 日〕

7 家永泰光， <主i!- è農耕份文化) ，頁 1 0 

~ 162 ~ 



改良型: ( 1900s- 1 960s ) 

色。呵鵲著各文化闊的交流以及發明梧的巧思， f吏持農業器械製作技術進

步，立宣帶動輕真的構造演化，使農耕誰主事更得以提昇 o 8悶蓋灣與自本月屬

，兩地使用型來從事聽業耕作皆有悠久的歷史。 自本自明治

維新以[1聾，為提升農詳效率，持始攏行相關的整具改革，兩站在1895年之

後，因政治的因素而交會，曰本的型其改良活動也在臺灣漸次展開。改良

活動所得的改良型，不僅使臺瀾的型具型態發生變化，並{東城良擎的數量

。而相關活動的組行，則贊定農具改良的革瓣，以單戰後

即便政權禮法，相關農事活動仍程總還行 c

中，只 i用農試單位

的報告，指出蓮萊未需要較多的肥料，最事單位茵此進行深髒聾的改良及

建觀!以自賺多肥農業的耕作方式。海農樂學者陳光輝的研究，棍棒其直身長

的經驗，對於曰:有時期至戰後的各式改良幫其構活提供豐

。 1。但相關研究對於想具改良的背景及發展體潛脈絡，仍少

，故本文主要運用改良報告、時人報導、及型具的實際觀察，

背景及改良歷程的探討，並與自本屬內的改良活動進行

相麗的比照。主於專業機械學、力學等之分析，員自暫不於本文t:þ準行探

、近代日本的單耕推行與建立具改良

日本恆|歐美列強的衛轍，

積極改革。當時農業是日

開放鎖圈，接著展開明治維新運動

'攸關稅收、民生、貿銘等各層

笛，故為搜升生產力，明治政府及民 ，其中的

志 學是tEmil 議:erth將世界的主社分為6稜'是乙給印凌空手、彎幸委主社、方彩電豆、對學(絨線新意!)‘馬來擊、

;悴f設想(0/路毛主)。尋拉克下中宏、編集﹒{世界大游辨率要想到哇，頁67是 675 。

9 )1 1 野玄虛任潑，林1美彥譚， <<日據時代表灣fff殺經濟論> (臺北:臺灣銀行， 1969) ，資捕。

1日陳光輝， <章，灣傳統主持耕機兵發展之研究)(A誰來:闋立舜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來領士論文，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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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農具的改良。

(一)型耕的推行

日本使用的主 ，因時代不同，大致叮蠶豆分為單農具時期與鐵

農具時期。日本單戰國時代以i莓，間生產主力轉為以小農為主，昂貴的絮

其非小農可負擔，閻陌生產方式轉為以鏡其為主，甚眾有「鍋頭萬能J

稱;故至19t世紀晚期 '8本不少地監尚囑於鐵農業地域，以數雖為主要耕

作器具，對建立其較為陌生，甚至沒有使用擎的概念~ 0 11問:受到長期使臣鏡

，加上想具本身構造的限制謹約能有五寸的耕耘涕膺，許多農民

的前認為部具僅能清耕，能深耕者11能有錯具。雖摯的耕作效率高，

一夕扭轉農民觀念卻非容易之事。盟i叮當時致力推動日本農業改革的 γ

農 J (富有農識之農人) ，其單點之一個是促使農民改用想耕，盡讓農民

瞭解到卑耕的連串有助於農產的提興。 12

為推動卑耕、增加的耕作效率，乾田 J 、「為耕」是兩館先行的改

良揹捕。所謂的乾凹，就是故腎日本屆民慣於蓄水於田中的習慣;蓄水於

田雖可保持水分、並拇制雜草、蟲害的生畏， {曰:提軟的土地相對也減緩

輯作的罐車，也較難行主能 G 故在水田之中，農民往柱搭配連接較緩，谷p力

氣較大的牛隻來拉甜。福鼎於水具有浮力，使得耕在往往只能瘖到淺耕的

程度，較底騁的土讓難以翻動，加上田間內保辛苦水分，肥料往往溶解後便

堆積以表土上，無法使肥料深入聽作物，臨部 o 故先由老農發動，後來政府

部門亦積緬推動乾白色的措施，建造排水措雄，並豆豆導乾凹的{憂點。而在

，馬拉的移動速度明額優於牛盤，故可提昇耕耘殺率。 13

11 關於份本主社幸丹是在法普及全國之討論，古今1b敏雄曾有深入的探討。參見古島敏雄， <近份日本農業 (J)

構造)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兮， 1957) ，真321-329 0

12 級沼二郎、 J為尾尚，怠， <農兵) (來京:財盟Di余人法攻大學出版局， 1976) ，頁 162 、 1倍。

13 娣於近代日本乾蜀，為耕的改革，可參兌爾光夫， <日本農家投街史: i丘份力、台近代，\) (京都. ~孝心

彤、γ客房， 1988)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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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眾型到改良型:鑫灣的點具改盟( 1900s-1960s ) 

間深耕可將底層較把法的心與長期耕作的是士混合，以改良土質，

租給予楠物按部較多的生長把騁， I市土壤中的書轟在翻土溫程中亦會…併

被翻出高嘴在或凍死。此外，深耕並能使肥料深入植物根部，提升賽分的

吸收率。 門在車主臣，馬耕的逐步推行後，聽構了日本;明治時期改活農業提礎，

接下來就是帶有適當的農具

(二)器洋農真的仿逸

為趕上歐美的展業技諧，日本政府積種引入西洋技師和問i羊居美法(

時稱為「泰回膜學J ) ，並派遣官員至國外考察。 15當時明治政府的官員，

在親眼磷認到歐美農讀生產的技術後，認為採取大農主義，即使用大盟金

'於大豆豆額回圓的還行深耕農業經營，方能使

提昇'盟問積續將粗放大型的西洋農裝經營型態導入E本，

'預計作為日後仿活的範本。的

1871年，日本政府閱始進行西洋農其試驗開盤，時75年並在內務當勸

農寮內設世專賣單位一農業掛'負責農異的改良、推廣彷 1879年，

京的「三自宵種場.J有設置農具展示阱，隔年再正式彈立為「三

作用 J 負責各種農具的製作。叮訶除了仿造、研究農具外，

、講習會等各種方式推廣改良的農異，部分地方政府及人士也鼓砍西

。可且這種積極的椎動，毋寧是在無視於日本的琨況的行動，

最終多半自水土不符;訂失敗 O 原間可持驅者包括:1.本的馬體形較小，而

14 寰宇州立農事試驗場綴， (料制法> (渣余:同織者 '1932) ，頁 101 ö 嵐嘉一， {摯拼命發達史:港代

農j去仿虫兒綠> (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 1977) ，豆豆 81 。

15 伊來俊太郎造事純， {日本人(J)技衡> (泉水:研究說， 1977) ，頁37 0 )/1嗚良一盟主修， (13年是一多。仿

21 份紀委考::r.. o) (泉水:財聞法人農林水星星技術情報協委子， 1993) ，真 23-2是 G

16 細野草堂線， (a 本農業仿機械化心力， <<農習性結合研究)3:20949年是 fl) ，頁 105-106 0 1P-來俊太

旗手等絡， {日本人(J)技衛》﹒交37 。

仔細野草支機， (日本農業仿機械化(二刀，資 105-106 。

1日細好受緣， (日本農業ω織械化(二刀， 1006-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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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使可以深耕，卻使

耕作。 2. 日本係以精耕細作的水稻耕作為主，又常施行兩期耕作，

日本就無法發揮功效。 3. 日本仍是屬於小廳經濟，各農家土

地有限，除北悔過等新聞勢之地可以施行大農紹智法外，

。如故1887年當三回農兵製作所譚心海祝融，日本政府

，在關年將剩餘的建物、土地等販售予民

外陳列展示， 出政府主導仿造西洋農具改良階段的結束。 21

(=)日本慰的改良

與官方以仿這西洋農其作為主轄的信時，

1.從日本這是中尋找

'並推動耕作方式的改道。

床建立與無床墊(抱持立型)兩大種類，闕

，外型前者為四角型，後者則偏三角型。前

，利於穩定操作，適合於水田地域，但不利於探耕;

於車間地城，可j來耕，卻因缺乏想床，保持穩定操作並不容易，

熟練的技術方可揀縱自如。 22故此，便有農學家力

深耕，想指田德關聘請而來，對日本農業有大影響的農業教師的sca Max 

(1845-19口，日文文獻稱為7 工夫力)

除引進西洋農具外，明治政府赤廷攬多名外盛農業相騙人才，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Fesca:在1

為 a新教ì ， 1927年2月 11 日，一紋。

20 淼烤六， :日本評論祉， 1937) ，頁35 0 知野重雄 ， < 8本農業。〉機械化(二刀，
真 llO-lll 0 

21 三磁農兵製作所以 c，\ 、下叮 當崎æ次都已3人加3方3795月落幸心， (發貪新聞 ì ， 18翁8年1月 11

筒，三級。何野3牽線， <日本農業。〉機械化(二)) ，頁 106 。

22 關於日本擎的分棚，潑水浩、嵐淼-3事研究者有詳細的探討。綜合討論可參見嵐品一， (華社耕仿哥哥

達史:近代農法 0)鳩緒ì 'J{3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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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租來若是到改晨星星: ( 19008-19605) 

身份抵連日本，

講學理的教師，

日本停留 。在這段期鬧。 Fesca並難當是一空

E本多個廠域，並編製多本關於農學、

等的書籍，當中最有名譽為《日本地產論》一番 O 根蟬的的觀察，

升日本農業的底能，需將耕和深度從3奎的寸推進至6寸左布，關立若要去~~躍

賴，他認為日本本身的無床墊緩和當適合 O 當政府的眼光 4甚?窺視著西洋

農具峙，乳這位外間人度認點出了從日本本身出發的農具之盟。 23甫TI學

Fesca '不少日本老農也認為無床型有利於深耕，並以講學、競型會等方式

推廣無床聖的使用，使得無床墊搭配乾田、馬耕的耕作方式j玄漸普及。 24

2. 改良短床單的出現

雖然無床摯為可深耕之擎的說法漸成立三謊，而民床擊也連漸被鵑學家

視為無法深耕之點 o 25{旦出於無床墊缺乏床豆豆(或是甚館) ，穩定性較低，

不熟悉的農民在初使用時很難控制耕摯的梅克插進，對於j來耕深度認

的均勻度亦難掌握，因此，主才於既能深耕文能聽定操作的摯的呼聲也逐瀨

出現。 2日為此，日本民間的農機研究省展開各種的改良試驗， 21投入的研究

者包括大津末次郎(熊本)、松[JI原造( )、高立新治郎(三章)

機野心七平(福間) ，及福!司的深昆露這所等。|盯在這股型具改良愚摺 f'

在19∞年前後，相關的改良短床擊!瑋纜問世，立在搶到可量產的階段。包括

有大津蚓、松型、高北擊、譏野卑、深見學等。立的

經過改良後，翠的型轉為三角形形式 (Triangle ard) ，或日本所稱的

23 -; J.;之力. {農業改良論> (余家:震蕩務省 '1888) ，頁6-8 。

24 飯沼二郎、有這豆豆尚志， {農兵} ，交 185-186 。

約有關長王永書法與無互依擎的耕耘深淺的河題，在日本選手拿手已累積有相當皇室2富的討論。綜合討論可參見

河野遂自月， (長5根線。〉形 è'佳能(:::-:n，、一r~表礎的考察卜收於氏辛辛， (13 本裝革井~史。3基礎的研究〉

(大i夜不u泉書院 '199是) ，頁455-550 。

26 伊來俊太郎等綠哩 {a 本人。〉技術} .葉是7 0 率已 7};.泰光. {1至 è 農拼命文化} ，真225-226 。

27 嵐嘉一， {空手將 (J)發達史:近代農法。〉主為綠}， 0 J洶光夫， {段本教含章投術史:近發力、心近代代} , 

頁 115-116 0

2的飯沼二郎、品展成尚志 ， {農兵} ，豆豆 1終7…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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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問 2期

γ :1孫三盤 J ò 29功能注m跨進 4大步，耕耘深度可主義聽6寸，

{亨11 ' 

f仁，

，創新者吸納了長床墊及無床摯的嘎點，

'創造的兼具穩定與深耕優點的改良臨床擊。

(1)短絮京:相對於長床塹，無法擎雖較可深耕，

方面，

'露自諱短塹床，既可維持一定的穩定度又不站礙深耕。

:日本絮絮轅有直轅與虛韓兩種，曲轅的

。但要製作曲轅'需耗費較多的功夫，採用齒輪後，曲

，可以大量生直至。

(3)新零件:利用金屬型柱加上螺旋設施，及前

(4) 姆拉楚:堅壁採用固定於型身的方式，型壁形式也縮小，

(5) 統…為在反轉:日本型的反轉原並不統一，日本海側的嘿

，關東地區否則多為右反轉;改良後的報床部則多為在反牌，

(6) :過往摯的零件，除甜頭及達~壁外'

，堅硬度亦有上喂，

、熱底鐵‘鱷口(擺動整轅的耕寬調節裝置〉

。 31

，在臨床擎的基礎上陸續研發出各種改良絮，

的卡郎織， <a 本農兵鐘聲說> (采京:帝函農會， 1913) ，頁 78一136 0 餃沼二郎、機泛尚志 ， <裳

, Jl: 186-19哇。

ì可跨過明， <長王笨重詳。〉形主性能 l三句ντ基礎的考察) ，頁 509 0

31 上述的鵝毛?討論可麥克4年周六， <幫主牟耕法> '頁36-59 0 家永泰光 ， (學 k 裝扮。〉文化> '豆豆哀怨。

飯;:~二郎、憾尾成志， (農兵) ，頁 187 、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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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型到改良型 : 臺灣的型具改良( 1900s-1960s ) 

更為多樣，從木材延伸到金屬材質 。 直到耕耘機出現前，各式的改良擊成

在田間扮演主要農具的角色 。 而相關的聲具改良，日後也延伸到臺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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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本型具的變遷

圖片來源 : 井崎富太郎， <<農具知識)) (東京:米

本書店 ， 1926) ， 頁3 。

二、臺灣有1具的調查與試驗

在國內農業改良風潮方興未艾之際，日本於 1 895年取得臺灣 。 領臺前

日本政府雖曾多次派員前來臺灣進行調哇，並瞭解臺灣的自然資源豐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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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頁E

是一聽命開發農業會潛之地。 32但詳緝的調直及實地的試驗，必須待得到盧

灣之後方的進行，而廣樂捌室主、試驗，更幣借以待日方能見研成果。為瞭

解臺灣農具及耕作的實況，及f故未來農業改良的依蟬，殖民政府還漸展攝

相關調查，並展開深耕試驗。

(一)調查所見的誓:蹲在來型真

臺灣與日本問囑於稻作文化眩，建立具由向受中國擎的影響。鹽灣的在

來想最早可追溯單從荷蘭時代，當時已有空具由中關海 o 33而日

資料中，則挖掘出約時元五世紀的梨其零件，其來游應是自中國華北、

鮮，一路傅奎日本。 34{EJ繭，皆由於自然條件、人文背景的是興，兩地的農具

是否完全相同，若未經調查，尚無法確認。雛使聶士也農具大同小異，但稱

呼的差異仍是需先混一聽清。

1895年統治之初，總督府為瞭解讓灣產業的情說，曾商請日本臨冉

的府縣法人前來進行輯查，其中之一是來自褔闊縣的關傲。位在拉九丹、|

褔揖縣是明治農業改革的主寶地區之一，許多相關農學辛苦、農機改良者

亦出身於此。如曾任賽中:1、f'f農業試驗場場長，培宵出蓬萊米的重要要推手之

一，並是臺灣少數的幫其改良專家的宋永仁 (1886-1939) ，即是出身於福

岡。 35而;在藤澤警帝國大學任教的農學教授商城知武教授，在九州大學攻讀鹽

業時，對於北九州地富的農具及農輯技術亦是印象深刻 o 36 

32 關於日本領蓋上前在臺灣調查之研究，可參見戴國:隙， <晚清期臺灣農黨的概況 籍日本密探互之

外交官冬季義句話之剖析) ，收於氏譜， <金灣史深做一現實與史實的招豆豆往還> (全北:遠流出級統，

2002; 1976h表刊) ，頁61-83 。英文袋， <日本據全妨對發灣之捕食與研究〉收於許俊雄綴， (第一屆

全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至是北:獨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教育研究中心仆995) ，資

567-576 。

33 16鉛lf-4 月 18日的熱銷遮城日記中，已記載自中關進來20張擎豆大處游。江樹生譯泣， (熱高自遮城8

誌> '第二哥哥(台南:台南市政府 '2001) ，頁400 0

34 飯沼二郎、檢尾尚志， <農兵> '資達6-47 。

35 末永仁， (金灣l之於付志一頭曳牟其口就τ卜〈農業經發研究會報> 2 (1 931年3月) ，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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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灣的聲具改良( 1900s-巾的s)

闖關隊的調瓷報告於1896年i丹完成，以〈矗立縣殖產謂查書類〉

。內容係以當時的蠢立縣為中心，所進行的農業調壺，

、水車，甚至於掃耙等叮40類農具的前圈。 37同年11 月，

岡縣內務部第五課以《畫畫灣農事調背書〉為名將之正式出版發行，內

來自於福岡闢隊在臺灣北部地區的調盡所得，並進行了部分的i閏飾。

該書中，間樣附上的農具附圈，但無論是在文字的描述、農具的形式、

，都較〈臺北縣殖產調查書無〉更為詳盡 o 38 

日入第一份的農真誠繪中，可得知嘉灣的在來整有著類似於

的長床單， ，長度約2尺5寸(約巧合分) ，西IIt褔揖

本長床絮並無太大差興。這種看法在日後的格麗農業報告

中奏員似的觀點亦接提出，古文可確認嘉灣的J在來幫係屬於長石灰堂辜!態 G 的

(二)在來澀的型耕實驗

噩灣在來擊最大的特色在於型床較;辰，在屬於搖動型、即農人在操作型

具時需讓嘆~保持是傾斜角度來耕作的臉且中，較能保持一定的穩定度。

擊耕耘深度的情扭，白人曾在東區旱自

驗。如曾任大自鋒糖業試驗研;耳其、中央研究所糖業科技師的金子

在大白 i啥糖讀試驗研服務哼，該場會針軒噩灣在來擊與西洋誓:進行長期的

耕能試驗。很攤主贊驗所得，在來塹優缺點方別扭括:

、
、1
/

-ii /
'
，
'
、
、

'安定性較好，容易操作

36 高級知式， <忍ν B::才產主{三} (大|攻:學逸， 1988) , 

37 <受北絲緩緩哀怨黨支撐嘉軒，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專，乙發永久保存， 1896年1月 228 '頁 131…139 。

報效肉，縣內務部第五線鱗， <臺灣農事調查書) (為j玲:同總是手， 1896) ，是生頁碼。

39 通緝縣、內務發表第五綠綠， <至是灣農事調查書} ,Jt 55 0 

的表灣總'俊澤奇裝等事試驗場綴著息， <臺灣農家侵害是》﹒主管霉了之三級(愛北:全灣裳友會 '1916) ，資 556 ú 發

, <至是;弩之農兵} (去北:持著者 '1921) ，真?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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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大的問第立謂

(2)重載輕(約12公斤在右41 ) 

(3)價格能廉，

(4)用途廣話。堅壁鑄造時阿拉壽爾問定腳，脫去整壁可作為立類種植聞

。而建立壁裝錯?在絮柱 f二，利用長條拉赫罵罵史壁緊阻於整性，可隨想耕

作業之需求調整墊高度或移除。

缺點:

(1)無法報耕，耕蹺約在4 、 5寸左右 O

(2) 報壁構造不完全，以致想耕翻士性較護。

(3)構諾不結實，遇到車黏士、草皮、樹根致頭、

容易服損。

(尋)使用期限短。是2

圈之二、喜灣在來型

靈丹芳在源:聾灣續奮睛中央研究照農業部編籬，

訂五版(畫北:臺灣鸝友會， 1932) 

、擊性等零件

:1.單豆豆結構名稱: a卑旗、 b犀墅、 c犀底、 d韋拉、 a型轅、

f犀身(犀)、 9鼎擒、 h.點攝、 l鼎(象鼻溝) 0 2編號是毛筆

者所添加

41 臺灣總督府殖鑫翁， (臺J弩之農具> '莫9 0

42 袋子還是叉車手， <甘縣農學) (樂家:全灣絲業聯合會， 19時，二版) ，真是31-4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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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盡~制改良室主: ( 1900s-1960s) 

樣捧糖業試驗場的試驗，雖對於在來型的詩定皮、容易操作、價格低廉、

用誰多亢提出肯定， {且對於耕耘深度、整具結構等則多所批評。根據Fesca

等外窮人的觀察，認為日本如欲故這農業，應將耕耘推選到6寸 43日後日

本人來到臺灣後，亦以6寸的標準來衡量深耕的程度 c 再再就此標準來詣，

在來美~~並無法達到位人的轉求，也是畫潛在來型常為白人所提出的一大做

。 45

而將在來型與西洋點進行耕度游行比較，由於臺j灣姨家多半以

一牛、一塹，即 I 一豆豆曳 J 的方式進行耕作，在同樣以一人一牛的情況

下，在來想主日上所謊，約在4 、 5寸左店，問洋墊在搭配一頭牛的情況下，

約在卜 6寸闊，兩者相距杏眼;至2頂牛拉鹿的情況下，耕度方連至U6寸。

jffi部分西洋點搭配3豆豆以上的牛隻拉息，則耕和深要可更為增加。 46

雖就實驗結樂來看，西洋塹耕度較深，省科於作物生炭，且就結構間

，由於西洋型多j.;)、金屬製迢，構造堅蝠，使用期限較長。增加至2使用

兩頭以仁的牛雙，農家需增加，禁不示的問鱗，再說:仁問洋型價格甚高，

一臉農家恐怕難tj、負擔。 47

;要耕之拭驗

女日前用述，明治維新時堯哥哥本無論是宮方或是民間皆積轄區於革新攘

，不少農學家亦紛紛提出己見。當中最為聽聽者，寞;由於以深耕來改造

農業革鶴的意見。雖在日本關內進行深耕頗有成殼，但日本膏灣兩地自然

環境差異。如臺灣北部雨量:甚多，而南部雨季叉i的度集中於覽季，若掠f于

的飯;沒二郎、嗡尾冷，悉， (農具} ，豆豆 178 。

，，4 金中 111 :tL裳事試驗場鱗， (耕辦法》﹒莫諦。

4日壹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繃著豆， (金灣教家便覽} ，全贊賞了三版，真556 0 金灣總督府綴庭為，

農兵} ，真910 0 

46 (大目 F學試驗場(二)耕鋪深淺試驗卜

47 袋子昌太郎， (材濤、農學} , J{435 。

日日新教} ， 1909年2月 9 日，三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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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裝耕，質然將!底層的土壤翻出，是否有利，則是需經試驗方能得知效:栗。

故在自治初期，總督府方做“先由內地聘請老聽來華溝行農事試驗。

時在噩j灣所推行的農業改良，其重點集中在深耕、晶種、施肥等三大明。 49

日人率先潛行者，係在新品;僻的引進，及陸續的肥料試驗。而深耕的試

驗，則盟黨涉到器真的問輯間較曉啟動 c 在1905年時，臺北農會認為深耕

對於甘蕪生真相當有利，並購買鐵墊準續進行在試作品中進行相闋的深耕

試驗，立在欲打算鼓勵農會會品攏行深耕; 5019081+三時臨續公布和麗的試驗成

績，認為深耕對於甘蕉增收品有助雄。 51此外，

試驗。 52

括一份關於早稻的深耕實驗中，以不同的耕耘深度東實驗稻作的收犧

成果，

土壤之耕耗。分為主寸、間寸、五寸、六寸、七寸五種。試驗而

後 o 料:來七寸者。收機最多。對淺者則在少 o 即七寸可收至二石一

斗斗升七合 o 三寸僅找一石八斗回升四合。料是觀之。其差額實有

二斗八卦之三令云。 53

另一份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的實驗成績也指出:

令將几個年平均。每甲之收棧蠶比之。耕輔六寸之深者。每甲可收

的 〈裝有答試驗卜《金;彎迢 迢絨線> ， 1899年?月 23筒，五紋。

的 〈金灣農業維護吃卜《臺灣a粹的 aþj)令是2年1月號(1909年1 月) ，資鈴。〈箱作須要改良卜

報》大正7年3月號(1918年5月) ，交6

5日 (女北農會事業卜(i英文全灣日的新幸的， 1907年12月 3日，二版， <地方農會之趨勢卜(<;英文是灣

8S新教> ' 1907年12月 14 日，斗版。

51 深耕法是之試驗卜《臺灣 8S 車時報> ， 1908年2月 6 日，的紋。〈至是北濤、圍之深耕卜《蓋上灣紛紛靠什

報) , 1908年3月 68'三紋。〈受北it潑、卜{i英文臺灣8S 新牽挂} ， 1908年11 月 27日，三紋。

52 (蓋全東農會卜《漢文臺灣 S8 新華是> ， 1910年是月 15s ，三是錢。

53 卜 G英文蓋全灣終日絨線> ， 1908年3月 19 段，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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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運扯到改良點: ( 1900s-1960s) 

三十一石六斗:1i.升。深三寸者僅不過二十八志七斗摺升 54

看來如果麓行深耕，應可得對不錯的成績。!f:t外，雖肥料方百已進行的相

關試驗 ， {旦尚未站台報耕與多把兩者。 55

深耕試驗雖得到不錯的成績，然而總督府聽;學試驗場的實驗報告中卻

也捉到 l深耕þ之利益宜。間，人人所共知也。然皆未能實行之。 56不深耕的原

出:

，或是生性愈惰。一份日治初期的觀察就指

是地震制規織之大，透過於我。舉其-19~ :略略問闊，不似我狹隘

錯雜。均水i嗤之二田，概用牛耕，勞力三1-'兩校總倫之 o 作 fit 者專作

flt 、製總會是學製棒、蔬菜則作蔬菜，軒然定分黨之斜 O 又注意於灌

溉。陸留財穿井，以給棒的之:本留到掘沌，以牛車注之。急措秩

收藏，敏i皂白在。如之以表天候，占一晨兩凌志利 o 可言寄至幸之

民矣， 57 

當時的蠢灣鸝人投f材和知識，顯然有一定的水準，重點應是在於有無對，憊

的農具。

，確認在蠢灣推行深耕有助於聽攏的提升後，接下來的

耕時所用

礎，

54 

。但就日

，卻也指出耕度僅4 、

。如此一來，就勢必引

‘《稍作改良法其一) (同著者 '1907) , 

8 日新綠} ， 1910年的6日，三版。

55 是灣總管府農業試驗場， {箱作改良法其一} ，頁9-13 。

56 (稻種試驗卜

的佐會孫三， ( ，褻灣文獻叢刊第 107種， 196 1) ，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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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欲推廣i菜

，或是立於舊有的墓

。〈手緩緩試驗卜〈漢文臺灣



Ijpj，~(ý止學報第 2

四、臺灣幫其改良的展開

要尋找可深耕的主'1具，途徑可包括從這菱灣島內尋找並加以改i霞、引進

日本的聖其，及自歐英引進等三種j鑫怪。日本農業學者認為畫灣長床整無

法深耕，改良又曠日廢時，並可能徒勞無功(

日本關內引埠，亦會頭臨持這棉農具使用

卡一小節討論) 0 1且烏

問題，如臺灣的在東主'1

'與日本單怡好相反。的握擎的方式也有是真，臺嚮農民線作在來

建立是以右手握絮，左手拉持牛繩，改良擊必蜜;左右手皆扭著耕郡的左右爾

街轍作特等等。 59而且本在明治維新後，大力推廣乾巴馬餅，

採取水自牛耕為主來經營農業，兩者掠用農具的方式自然士說不悶。;\這些方

式的差晃，再加上自然環揖差異等因素，如果將日本改良塑原封本勸導入

，必然無法頤和推展。故在日站前期所致力推動的，反而

月
叮w

(一)器;羊蟬的引進

盡糟的達'1具改良及引進，係從黑圈開始。主要有幾個詞素(1) ，院團

土地層於早間，性質較水由單純。 (2) 轉業是總督府與資本家在臼治初期按

(3)製糖會社擁有較大單一自積土地，有仿效歐

美培話使用大農真的空筒。故糖業因而成為日治初期是使用引入西洋農具

的主要頓域。的

引入的開墾器具，主要包括大型的蒸汽塹，以及搭配獸力的

西洋鐵建立 O 的。7年，糖業會社閱始引進圈外的大型蒸汽曳引機於黨圈中使

用。 61這種被臺灣人稱為「火勢」的曳引機雖可用於改善南部蒼天巴士是域的

昂的臺灣總督府繼鹿為， <豪灣之裳具> '英詣。

59 袋中州立農事試驗場、鴿，作井翻j帥，真泊。 陳光輝， <金;彎傳統空手耕機具幸去反之研究) ，頁79 0

的 〈新式開墾為農兵。3刮著卜《臺灣白日新報> ， 1902年7月 29 臼，二級 o <製糖會社成績←)東洋車是

糖(上)農兵肥料及灌溉設備卜《受灣日日新教> '1909年8月 19 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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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型到改良型:臺灣的君是具改良( 1900s-1960s) 

黏土土質，但不過耕耘深度過深，需搭配大量肥料才能維持地力:且高達

三萬圓的價格，需有大量耕作面積才符合經濟效益。的當時的說法就指出蒸

汽型「不能用諸小規模之面積。必須有適宜之耕地。而後可用之也。」 64製

糖會社的土地雖不斷擴大，但由於遭遇到輿論與地主的反對，不可能完全

收購週邊土地;而日本政府也尊重租個慣例，後使得糖廠仍須利用原有的

租耕來取得甘蕉原料。的一般農民更完全不可能有能力添購、維護此等蒸汽

型，也沒有廣大的面積可供蒸汽型運作，更遑論當時的交通、搬運設備並

無法提供完善的移動條件。的

而西洋鐵型價格相較低廉，又以獸力拉曳，較能符合當時的農耕方

式。糖業會社擁有一定的土地面積，少者約在100甲乃至於200甲， 67大者如

臺灣製糖會社後壁林甘蕪農場，據云面積達3千甲，有嘗試歐美大農式經營

法的空間。的西洋型的耕耘深度在搭配多頭牛隻的情況下，耕耘深度可達1

尺以上。的故除引進蒸汽型，農事單位並易向美國購買鐵型。 1908年時，臺

北廳農會欲以西洋電Ij推廣蕉國深耕，因而向美國訂購型具 O 但因訂貨不及

的 〈鹽水港製才層會幸土農場蒸氣梨試運轉卜《臺灣日日新報} ， 1908年4 月 17 日，三版。〈蒸汽翠仿使

用> ' <臺灣日日新報} , 1916年10月 5日，三版。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編萃， <壹灣農家便覽} , 

增吉丁三版，頁560-561 0 臺灣省文獻會編 ， <臺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農業篇} (臺北:同編者，

1953) ，頁 76-79 0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臺灣之農具} ，附錄第一園、附錄第二圖。

62 吳文星， <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卜《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28 (2000年6月) ，頁 164 、

169 。

63 U哥、作仁就τ(下)新式農具仿普及卜《壹灣日日新報} ， 1912年3月 29 日，二版 o <大農具> ' <臺

灣農事報} 19:12 (1 925年12月) ，頁 124-127 。顏新珠編著， <打開新港人的相簿} (臺北:遠流，

1995) ，頁42-43 。

64 <隨轅日記(二)/抵港仔峰已/臺灣製才層分工場/農場之米及;這/三萬團之翠/歸轅於鳳山卜 c美

文臺j彎日日新報} ， 1907年12月 22 日，二版。

的涂照彥， <日本帝固主義仿台灣} (東京:東京大字出版舍， 1975) ，頁 177-178 、 193-194 。

的金子昌太郎， <甘菜、農學} ，頁437-438 0

67 棋範芽、國卜<;英文臺灣日日新報} ， 1908年9月 18 日，五版 o

68 <後壁林概況卜<;英文臺灣日日新報} ， 1907年10月 8 日，四版。〈隨轅日記(二)/抵港仔峰已/臺灣

製糖分工場/農場之米及且是/三萬圓之翠/歸轅於鳳山〉。

的 〈模範濤、園〉。金子昌太郎， <甘芽、農學} ，頁432-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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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遣，故先向農事試驗所間借兩挺幫見，再以免費的方式借予農民 G

製糖會社也購買美關妞，以盟甘蕉之增蹉 o 71 

除了製糖會社，農哥華單位，也投入更重沖型的試驗及推廣。前述畫北廳農

會欲推廣鐵擊;前訂貨未對時， 向農事躍台商倍。 長期在聽事單位服務

的末永仁在1928年年底的、…一次演講中也回憶說，他在1910年來華後，

，從接捧到臺北的火車上看自肇灣人因使用舊式的想而無法

深耕，自此決定致力於擎的相關研究。 72個初始可能受到西方農業進步論的

影響，先是打算在臺灣椎動西洋擊，同時農事單位在甘直至品評會中由川、商

洋型做為獎品，如在1910年的古蕪品評會L扣，便首次以西洋幫做為獎品。

個未永仁卻發現，還要灣農民並不採用這些價個不斐的絮，反問任其在屋旁

生鏽，也因此顯年就不再以西洋達2作為總賞 o 73 

?回洋卑雖然耕農較深 ， i且因阻力大、重

兩頭以上役牛揖曳，當時的報蹲評論臼 r 然本烏之牛。體驅

J頁以牽之。猶悲力不能勝 J 遭攝制如何鵑站日本，鳴體型品問

無法拉動西洋塹的情況，僅能期待「願本島人勿眉使J咱不使之故。而竟致

失其多大之利益也 o J 74不通畫欄肅農多攜小農，頭能有兩頭牛以仁的農

家畢竟並不多，虹遑論購糧價格昂賢的西洋點;且西洋塑需以變手扶持把

'與臺灣人單手蠟作牛絮會[賣不悶，因此甜洋~僅有製糖會社用在較大

規慎的農場蕪詞中，未能在畫灣農家落培生根。 75而且南部的看天間缺乏穩

定水輯涵養土壤，貿然深耕，一閱始或能提昇產量，但若沒咨定期施予的

水源及肥料， 1更容易風化，反而導致地力下降。 7日長期關注糖槳，後擋住鑒

7日 〈還是北豆豆圈之深耕〉。

71 靠這絡會往成績(…泊， (漢文至是灣日日新尋覓) ， 1907年10月 8日， \?:耳其災。

12 采永仁， (蓋上灣 l立於防毒一頭曳荒且具仁說-c卜頁5 。

朱永仁， (護台灣已於i于是3 一頭曳擊手之仁說-C> 'Ä5-6 。

74 受北潑、戀之j來耕〉。

75 幸券發淫， (妥灣糖業耕作機兵發展與工作辱、玉皇之研究> (屏求:懿豆豆屏來科技大學機城工程系碩士

論文， 2002) ，豆豆俗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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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灣的學真改良( 1900s-沛的s)

j彎實業界雜諒祉而L民的宮川次郎也認為 r 扭非外國製或日本製者就是好

的。若無法通告臺糟的土地，就不能稱得上去是好的想具 1 月至1925年，

賽的西洋翠僅有924諾，到1929年時更只剩下614提 o 78 

(二)這合型的出現

盤西洋想 恆不適應臺灣獻;有的耕作習慣，推廣不甚j[憤

利。若欲推動深耕，就須考量臺j彎農民原有的耐用方式來開發出適合的鵑

本鹿具著手方能事半功倍。不過日本本身農具改

良累積經驗的時間並不算太長，臺灣的自然、人文條件與E本內

連，農具改良並牽接對讓灣原害的耕f乍習慣，

事農異己文晨， ，無須驟然改良，依原有耕作方式，部的

以在來農異耕耘f1rl üJ 位士拉國此至1910年代初期，

限。忌。農異改良事業特輯於其他農事改良，冉說步伐較為遲緩。

至1912年，開始有意見指出可以讓舉灣的展具鑄車業者漸次模仿外國

農具。，以製仲便宜;又具有功效的農具。自1市j 日本臨其改良的經驗也漸有所

穫'故相關農具改良者也准此時陸讀投入暫且改良，可列舉者但括大山柳

卒及末永仁兩位。

1.大山榜平

大山擠zp:其出身不詳， {墓知能會，在賽中

{共作製f乍陶瓷之用。當可是不知何草草原因，

76 (i來幸井利害) ，你真 閃閃新報} ，的09年5月 26日，又滅。(

日，于亨見反。

71 穹)11 次郎'<.濤、農續本} (這是北:是灣才發業研究會， 1927) , 

闊的士賢講壺， J汰

。或許是在士壞的調

) , <聯合報} ， 1955年叫 22

淘金灣總督府殖是為線， <.是全灣農業年教} ，大.iE 14年(遷，北: I羽絨袋， 1926) ，頁 l詣。

且是為綴， <蓋全灣農業叮年綠豆，緒和生年(金元;同織者， 1929) 'Ji 106 o 

7告 〈農兵改良ø料等卜〈還是灣紛紛紛旁的。 1911年5月 6 俘，豆豆豆汰。

的 〈本島仿工藝品(科技兵役金紛要斜， <臺灣白白幸存報} '1911 .Jf.2月往日，五版。

81 芽、作口就-r(下)新式毅然。〉普及〉。

82 陶土仿發見) , 閃閃新報} ， 1913年3月 27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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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發現了，臺灣土地的特質，又得知糖樂會社的謂求，問i市轉向聽具改

良之路。

大山柳平在弦是事翠具改良時，曾與膜業試驗場的技師經過多乏足討論，

並得到帝國製糖會社訂單鼓勵之 F' 最後在1914年發明可調整耕鹿深淺、

適於本田和單闊，尤其是蕪國的大LLr式墊。

擊與問洋翠優點，重量輯、民土壤翻轉確實83 。會採取這兩者的價點，釋是

大山在噩瀾的實際觀察所得，與日本圈內的改良經驗無關。

大山式控問世後，先主義有了訂單保證，其後在191

得跟韓賞，也獲得許多農會、農事單位的好評;在種種的跛勵下，大山

醫後也決定量達表散賀，交由住在畫北的八早在(今萬嘻地直)的天野氏農

作。 8再{8聞業未久就停業，其後士泣不再有、消息。 85

2. 末永仁

另一位從事型其彼良的，即前述的末永仁。末永仁出身於日本塹具改良

最興盛的褔俏，並會於該縣的棋範農場服膀，接騙到;不少從事聽其改良的優

持人員，故在那時學習封不少相關的知識，黨下後來從事聽其改良的基聽 0 8拉

大約在1913 、 14年間，未永仁開始著手進行深耕摯的研究。當71915年時

完成以西洋館為基體的擊異，完戒後末永仁將該想具交給中央研究院rr農業

部與地方農會進行試用以獲取評論。個是在沒有任何專業技銜， {堇綜合其

日本的經驗與問洋型構進的觀察所研發出來的哩，根據末永f之事後的

禱，他覺得相當的粗議，也因此沒辦法普及。 88

的 〈改良緣份發碗卜《牽灣自防車時報) .191是年12月 22 日，二紋。末7j(仁， <是灣(二於 It 7.>一頭曳牟其

口就-r卜豆豆6 。

84 (大山式緣份發賣卜〈憂灣日日新報) ， 1916年10月 21 日，七紋。〈賊絡閥 L-r逃走卜《吾吾灣白白新

報) ， 1917年是月 88' 七版。

85 末永仁， <臺灣 i之於吋爸一頭曳幫其心就τ) <~6o 

86 末永仁. (臺灣 l三於付毛一頭焚書社具l立統一n . J{6 0 

(磯野式 深紛繁 齋田耕作t: í炙約 ~.Q) , <基金灣 88車時幸的， 1928年是另紹，三版。

8日來7j(仁川是灣只於付多一頭曳雞吳仁就“n. 頁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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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翠至4改農聲: ( 19008的 19608)

(三)轉向桶悶棍系統

19 聽業試驗場正式聞始進行深耕型的改良作槳，代表

官 ，間進行改良工作者，應仍是宋永仁

年過去， 。到了 1921年，一位人物的出現， :r 
臺灣改良擎的走向。

1921 中于這f'f土地用霉，向日本福興

日本的農兵訣良串癌租漿。告。機野

，據云在1559年便已

業。 91在19世紀晚期日本老農積極推廣抱持立型時，

成的 r勸聽 J 的名譽社員，可說是~--~頗具代表性的農其製混濁。

開墾地的實況以幫作自油台的農具，該鑄造所的經營者一……磯野化卒，親

自來畫畫勘宜。宋永仁是發此機會，向同鄉的農具專家講話相關的改良事宜，

在經過日吾談之後，朱永決定放棄以西洋型為範本的研發，轉|旬以機野建立

所代表的褔悶農具系統為積本來從事改良 O 晝灣的型具改良， 19世

紀晚期日

同努力下， 1922年，

改良塑終於完成，象撥著墨潛羈耕技街達到新的里程碑。

構如閑自本一般，發生相當大的改變，結構方噩主要可就幾點來做觀繫:

，整個聖的基絮床，(1) 

公分左右。 絮為為增加耕耘深度，將整身縮短至是5公分左右。如此

，又能進行深耕。認為保護聖沫，

的臺中外iiL裳事試驗場鱗， (耕輛;去) , <序卜頁 1 0 

90 查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綿， (耕制法) , (序卜頁卜家永泰光 ， (:fï!. è 農耕仿文化) , :A 198' 

91 I磯野式深耕想 J ' (若是灣殺事報) 19卷12期 (1925年12月) ，無頁碼 o

92 飯沼二郎、 4為主&尚志， (放品生) ':A 188 。

93 查中州立衷尋革試驗主持鱗， (持~(::關兮易主令是5 業績) (妾，中:同編者， 1938) , :A IO' 

於付毛一緝令已牟其{之輩兒-r) ':A6…7 0 

^,-. 1 8 1 ----

, <若是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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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劈:在來摯的想塘，並非 , l'憂點是可以因應情況

裝上或拆部，缺點是番事土容易不完全。改良草草壁係國定於型身上，較為

穩固，也較能抵抗土撥的推力，不攝訴卸時就需要工具，

(幻想輯:事灣在來悍的整轅多為曲轅'是設主些美觀，鼓可錐持摯的梅

o {旦晶轅多半取自於夫然的樹幹(船根至樹幹的部分) ，數蠶有限，

且強度媲美者有限;若是使用人工彎曲者，則堅韌度容易不足。故良塑則

使用直輯，使絮轅可以大最生諜，立11可維持耐定的硬度。

(4) 聲柱:在來擎的京製塑柱 F方係插入建立身，仁方則用於個定繁釀。

改良擎的型性則般指於'單身，材質員rJ改用金屬的螺絲柱，並搭配螺唱主 F

調整耕耘寬度 3 高達2牲位置的故響，也使得讓灣擎出版先的型床、想性、型

轅、型身呈現的四方形狀 (Quadran肌lar ar心，樹於型柱誼接連結到幫身，

而難床叉大輔縮紹，變成點柱、型身、哲轅三者構成的三角形形狀。

(5) 把手;在來擎的彈身尾端多半向後方彎傲，其上在加…竹、橫木

條， f共廳民掌控甜的行進方向。部分改良堅堅身從頭到尾皆是筆訝，宋端

站不彎曲，故也無小橫7f叫莓，操作者的握法並需有所攻擊慧。此外，

倒分別增加把芋， f共操作者輔助掌握和牽引牛繩。

(6) 新零件:但括型身與整轅結合朧的使用金囑鱷口，長[J捕食屬板及

螺絲結合製成的擺動彈轅的耕寬調節裝置，取代在來塑使用型輾[直接插入

建立身中的深耕調節孔的作法。吊在想轅的前端，增加整鉤調節器，以調整

(7) 金屬材對:改良報龍舟金屬的比擠，較;在來聲大輻提界。在來絮

原先僅有室主頭、想壁、整鉤等音fH立{吏揖金騙。改良望~則在型性、各零件接

樟處、盟成鐵等遴使用金屬材贅，使得改良繁既較為耐用，重量又不至於

i晶鹿增加 0 94

94 臺中科 1L農事試驗場綴， <耕鉗法) ，豆豆 8-19 0 張建在珊 ， (本省的在來華社和改良主料， <發年)5 :9

(1955年6月) ，頁6-7紛揚崇文， (農兵) (靈台北:臺灣書店 '1957) ，頁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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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司在來想到改良君主: ( 1900s~ 1960s ) 

臼本改良塹，

右反轉，問日本則為左友轉。

慣，而做出不同於日本的設計。的

的不同還貼在於讓體改良空空壁係

，末永仁等人為JI慎態臺灣的習

經批改良，新型態的短床想在構站土與原有的在來叩競異頗大:在功

能方面，則可增加耕耘深度，並悶金屬比例的提昇'增加了耐用度。同為

攘攘短床幫攏行深輯，由於擊;求結紹，進主角度、扭轉角度、傾斜角度、

操作穩定康的保持等皆發生改臂，放農人必須改變揮作技巧方能流暢的操

作改良塹 c 改良型帶來的變化，可說是一個跨時代的嘴草。

95 求7ì<.仁， < 

覽》

:1.擊異結構名觀;

轅、f.大拐手、
為筆者所添加。

、 b翠墅、

、 h君主柱、

6一頭曳牟其仁就可) '}l{ 6一7 。

u主3~

、 e.孽

。 2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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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良摯的再研究

1922年第…

天野蓮夫訂購了70掘，這也去是盧灣改良聖首批的訂單。 96然悶，改良的工作

組非就此告一段落，改良活動仍然持續，並且由官方擴散至民間 O

(…)改良摯的再研究

改良主~由於金屬比1月的提鼻，連帶使得單量驟增，加上操作方式仍不

完全通合臺灣島民的習?章，因而並未能普及於讓糟農民之中，顯示甜的改

良仍有得突破的空闊 O 紋

，擎的使用範圈也旦、漸擴展 o :i最往改良者關性的焦點，

注意少數蕪蟬的輯作情況。 但隨著各地農會等單位致力於推動深耕，而使

深耕型的需求越來驢高之鏢，即必須逐步研發出路合各地風土的建立其以囡

。告8末永仁也指惜，農具製造鶴聽以全島40萬農戶為目標，

其改良更攝海一步。兮兮那1920年代，由於痛萊米撞的改良混i斬完成，單民政

府龍之致力於裁勵農民種樹主鑫葉米。而蓬萊米係屬於多肥的品種，除供給

較多的肥料外，需要深賴的搭配，以讓水稻相部可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並向下吸收底層土壤的養分;而肥料也可深入根部， {共植物快速駛垃 o 10。

此外，水間與甘蕪的早出由於土地情況有異，耕挂技巧需考鷹至背水的

96 米水仁， <臺灣{三於\tQ 一頭曳擎兵{之就-r) .交 7 0

97 弦樂子漪. (本省的在來勢和改良傘卜頁6 。

9日 〈為主義份從良農兵獎勵卜《還是灣自日新報) '1929年7月 15 日，五級 o <農作物仿增產 C:(立

O)"l主良和合 各地{之深耕梨獎勵。〉念、味) , <<全灣前的新綠) ， 1929年12月 24 日.:Ji.紋。

粉末永仁， <蓋全灣以於付Q一頭曳想主要{立統才卜頁 17 0

100 還是中州立農事試驗場鱗， ~7於 1 二賴寸答或合Q業績) ，頁 10 Q <進來種仿栽玲-r' í'.t反我兵力￡著 L<

發a> ' ~臺灣8 日新報) ， 1932年5月 6 詞':Ji.版。< 1為投/深耕構發卜《蓋上灣白日新報) '193是年12

月 13 紋，在單紋，夕刊。〈深斜拉抱怨 合理化。〉研究←) 一、深耕(一)倚仗深耕 L 也:\t 才t (;f令已

向教卜《蓋全灣閉目新報) ， 1941年7月2日，二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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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5- 19605 ) 

'土樓的鬆軟廈、{I故惜與古等等，斯需的想具特i笠亦不甚相同，故新的

塑具研究的須持綱潛行

日本深耕甜的引進

另…方間， ，開啟了日 內改

良 。由於農兵聞部分巳經具有將型輪往韓國( 1910年-該

屆選臼本合併)的蟬，蟻， ;01故當機野型JII鼓手IJ扮演先驅者的角色後，在1920

年代中期，隨之陸續有多家廠商將型其輪入嘉j臂，提供農民及到糖會社不

同的選縛。 日本改良擊甚多，

1. 嘉樂野翠

如前所端，也於三井的訂單，磯野荒~因緣際會成為日本改良主立輸入臺

2. 深見翠

係自擋闊的深見平次都開設的j罕見鑄造財製作的想其 O 放鑄造斯是_..........

擁;有悠久歷史及豐諂改良經驗的農具廠間，在日本關內

3. 真先有其

由于.選擇系的高it新泊郎聞謊。高北新治郎是日本明

要的研發者之一， 1912年，正式創立高農機製作用，銷售曬及中偶、朝

鮮、東南亞等地。 1的到戰後，該土上司已文章且為株式會社，仍持續來臺灣踹示

販售相關農見。 'G4

4. 山陽農具

這是…家位在阪神 1926年7月 9巨，山陽農具會吾土的

的1 末永仁， (臺灣(::::於 l寸爸一頭曳空手表生:三就τ> '頁 7 c

1(浴室主 JiI次餘， <菸、食言責本) ，豆豆扮。臺灣總督府乎在友為編， <豈是灣農業冬季是) ，大.l^E 14年， J{ 139 a 

103 (國說伊1f OJ歷史 紹和戰後 a http:ííwww.enet.or. jpíuserístakoí\U爽的一02. htm1 [存取

日期: 2008冬11月 20 日

"C4 <第三會場.íi J毛 言?有瓷器11...蓋全錯錶發給儀器互之樂苦苦等) ，校錄合幸的， 1951年11月 26 日'11...版。

105 樣下職工移動調卜〈大阪朝 a料為) ， 1921年9月 17伐。

~ 1 移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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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該公可推出的整為大農號， 107並曾作為深耕競

建立會的獎品 o 1侃

5. 其他

包括(1)民野縣上田市廠商的上割草、 (2) 增三位縣吉田農具製作所製

的古巴擊、(3)來自立海這札輝的挖城農具製作所的扭城再墾聲、 (4)

市廠商的大島潔、 (5) 兵庫縣多木農工的多木式整、 (6) 豐自式等。

的型具數量皆相當;有限。 109

眾多輸入蠹灣的日本改良如品牌當中，以磯野、 、高中一

，也最愚督;段。 110三者在日本欄內本就是較具知名度、且獲選為體良

農具的嚴禱，立主智長期搓展農真的經驗。 11

場的日本改良建立廠商，文曾有協助舉中州立農事試驗場改良絮真的體勢，

且機野型也常在聽灣的大型展覽活動中出現，如1926年的「

J 、 1935年的可台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 J 磯野型皆有多參與暉

，並獲得參展潛頃。 112多重醬勢下，使得磯野幫

普緝的自式改良隸。 113該鑄造無並在噩灣設。在飯單主任一識，串*村久三

106 <多木晃式(山l鳴放兵會社專務) ) , <受灣閃閃新報> ， 1926年7月棚，一版，夕刊。

107 查中 111 立農事試驗場鴿， (耕鉗法) ，資28 。

1日8 <濕淋深耕競技 褒賞授與式卜〈表灣閃閃新報> ， 1930年2月 18 份，五月反 o 關於8 治時期發灣的

竟走彰會活動，簽發另有文章探討。

109 (本島 i二幸這付多深紛繁口總才是已言戀愛卜〈黃金灣裳字報}20: 11 (I 926年lUl) ，頁81~路。還是中外 1L裳

事試驗場鱗， (耕餅法> '頁27 、 29 0

110 末永仁， <金灣(之於 tt多一頭曳主社吳仁就可卜1{7 。全灣總督府繳獲紡織， <臺灣農業等教) ，紹和

4年，頁 106 。

111 并崎富太郎， (農兵仍知識) ，頁 l銘心捕。中川技師， <第4白鼠仿日本l番 k γ 竹， (悶山藍f吏的 2

卷11/12期(1951年11/12月) 0 http://okayama.lín.go.jp/tosyo/s2611121tks06.htm [存取8 期:

2008年1月 23則

112 tp郁金灣共迄今織發會， (中吾吾牽灣兵進才會縫、) (金主仁: 1可潑潑， 1926) ，頁 120 各處又先是長線， (始

政四十周年紀念發灣博覽會誌) (:1是北:始政間十周年記念是灣博覽會， 1939) ，英 1012 。

113 宮1月次郎 '<U濃濃墳本) .頁峙。蓋上中州立漿等革試驗場編， (耕糊涂) .頁20 0 <斗六 2家串跨海主教) , 

G英文臺灣自日新綠) , 1933年2月 11 日，叫版，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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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來點到改良裂: ( 1900s仰 1960s)

擔任。 114高社型臨後也銷往墨瀾，雖告曾在地方深耕翠講習上示範， i[在.數

最與磯野幫"也甚大的差距，可能因無女IJ磷野擊般的價勢所致。 1叮叮深見塹

則屬後起之秀，在1925年的統計資料中，尚無j萊克擎的統計資料 ， 1Ei為

，深見鑄造廠以過往在朝鮮的經驗修改型具，製作溜合臺灣、車道

鮮等地的牛耕需求的 γ 朝褔型 J 以打入臺灣市場 116另並有品級神聽號

。 117刑 1929年，深見型數量已躍5 ，768蜓，報屆高1七擎的 1 ，979妞，而H裝次

於磯野甜的8，95位罷。 118深兒建立的技師也常獲遲至各地講習，該堅立交常在一

中被介紹。 119 且 問磯野鑄造昕一般，

。 120

(去)官方報畏的再進顧

在首批改良暫不甚完善，加)七日本本闊的改良擎的刺激與交流之下，

賽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總續與磯野鑄站所持續控真的研發工作，

磯野式磯風號 o 其支分成數個類學I : 

1.紹自﹒五號

該想於昭和4年 (1929年) 5月究成，故稱為昭四﹒五型。塹身興型轅

以槍木製成，型路以鑽製成，甚為敵騁，耕寬J'!lj aJ用螺絲及耕寬謂整語調

o 玄型期誰甚膺，被稱為萬用型，可用於中壤士、砂質土的水田及單

1~4 去灣新聞社編， (愛灣實業~j1鼓) (受中: r可編注景 '1934) ，頁80 。

115 <，有投郡大主豆 芽、作改良會卜(;英文是灣目前新教) ， 1929年7月 30日，四紋，夕付。受灣總督縣建

產主主綴， {金灣農業年級>> '大正1是年 'JO詣。

11己并崎1&太郎， {農兵。主如織>> ' 1{ 128 。

117 袋中 1Ji iL農事試驗場J鴿， {將豆粉;去>>，頁詣。

惜這些灣總督府殖產主為鱗， (金;彎農業年級) , Bg琴。在年，豆豆 106 。

119 <兩投鄧大互之 濤、作改良會> 0 (1海山/實演耕擊卜(;英文發灣日 a 新教) ， 1929年8月 29 白，草草

版，夕抖。〈斗六郡農荼毒等合 深耕吉為發卜《登台灣目前新報) ， 1930年1 月 29 E3 '四版。〈深縣委講

習) , (還是j彎日悶熱報) ， 1935年1 月 II E3 '三級 G

12口袋灣新鬧社綿， {是灣實業名鎧>> '頁81 。包括秦三乙發表、橫山再是一等人。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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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也可用於甘萬攝的提溝。 ，可做綠把持f至1器和黨葉押

上器。難偉等，口的輸給社1竹爪卉。 121

lr七種難另有砍鼠的昭四﹒八型，想床較為狹小，故抵抗力小且安定度

較高，且在黏土士的贊較昭四﹒五型更為油用。重量約22.5公斤 o 122 

2. 你型號

低製號於點轅位置較短而有此瓣。但塑號與自召四﹒五號 J碟，使用

木製整身、擊驢，及鐵製墊底，但重量較輕，約20.5公/寸，

出於整轅攏，安定性較暗自﹒五號為霞，但相對之 F在若要以之將收諂後

的稻株翻入水宿，則不及昭閱﹒ 另是否再搭配器具，亦可做綠服押

{到器和黨葉押上攏。 123

而低型號亦有如昭四﹒八型的改良擻，

3 鐵身號

鐵身號完成於1927年10月，學身、智尿的部分皆是以金囑製戚，

丘上一名稽。其設計與上述的空主無太大串入， f墓絮頭、整壁較態狹廿九

出於以金屬聽戚，重最達24公斤，但相軒較露堅圈，故通用於南部的若天

'約21公斤。 124

凹，以及紅士的茶i藥等乾固地、重點土地等較難耕耘的地區 。 125

4. 小型號

該擊!研聽完成過1927年8月，體型較小，

型床較細，想較前端的耕寬調整器使用

量接近在來型(約12公斤左右12屆)

易接損是其缺點。 127

'僅l

間於昭四﹒五號。

'適合初階者，

121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紛，作井韌法} ，頁 21 0

122 臺中州立農尋革試驗場綿， (耕鉗j去) ，頁21一22 。

123 臺制刊立農箏試驗場、鴿， (耕制法) ，頁22 。

124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鱗， {耕鋪法} ，頁 23α

125 臺中州立喪事試驗場鱗. <耕鋪法} ，頁2是 e

126 臺灣總督府殖及為. (受;弩之農兵) ，頁 9 0

127 臺中 fl1立衷事試驗場鱗， (將錯法卜頁25 。

~ 188 ~ 



從在來聲至IJ改豆豆觀: ( 19005- 19605 ) 

己文良塑皇室溫合深耕，但由於底床較短，摩擦力減低，棺對不

長床攘的在來美~穩定， 。 128故農事單位除利用

會來解說改良擎的相關知識外， 館會中實際操作技互相觀

，以更加深印象。而從擎的構造中，亦漸次針對聲灣的特性而改良。如

昭凹﹒五號以可用於水臣和平凹，鐵身號則是針對部分地直難耕土質i司，開

發，小型號則降低豆豆:主義，以供改良壁的初用者得以適應。種種的更重章，可

看出改良甜的還常在地化、臺灣化 O

六、在地，化的牟其成良

i誰官方單位的著手進行建立異敢良，當時的民問根陳自身的經驗，以及

觀察改良聾改良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投入這股改良的戚、諧。參與者但括

日本巖膏，及許多臺灣在峙的改良者，以闢研發蘊含墨灣j武二f::“的深耕塹

關人力型便宜、方便操作的特J性，即便戰機農業逐漸走向機械化，仍保有

相當的單單牲，故改良的活動主戰接仍然持擺進行 O 本小節就曰:台與戰後

兩個時巔，來探討臺灣在地化改良為旦真的過程 o

(…)日治時期

隨著聽事單位蛇入改晨，及日本改良暫的拓展，連帶引發部分聽其高

。以 F分說日本廠商，及墨畫灣廠商兩部分來還一探討。

1 日人廠商之玫良

El~告時其哥華灣島內最主蠻的農具製造公司，係位在高雄、出武智信知

所開設的武智農器具製f乍冊。

武智信知1887年，出亞於日本愛緩縣，具有大阪工業的舉擇。 1910年'

，先是在鹽水港製糖會社旗~LJ糖廠任職，在累積長期與

農業機械相處的經驗後，至 1925年，武智信知決定彈自問業，到高雄入船

誰去是灣省文獻舍總啥《壹灣省通志為﹒著手四﹒經濟，宅、農業第> 'J室的…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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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了開戰武智麗器具製作戶斤 O 瞄著業務的拓鹿， 1929年持該製作所擴大為蜜

, 1941年交擴大資本，轉為高雄農機其事是造會社。 129

咐於武智倍知本身具有的畢業背:尉，加上長期在糖業會社中E作的經

驗，間而有能力自行從事塹具研聲。 在聞樂不久後，該製作所的武智型

始販售，提供選購者一個不問於日式改良型的選擇。 13。而為推

，在南部的農業競賽中，武智麗具亦挂出武智型f乍爵獎品。

1929年時，全臺使用武智塑者已有制2棍，為華灣的改良擊中， {革次於機

、 ~J~t三大廢舊的品牌叮叮串於其工蠶豆住在南罰，初期使用武智

、自驛站矗f占絕大部分。 132但蛋白 1932年，武智農其所出品的

，單是在臺北地區就成長到2，棍，可見其逐步普及的程度。 133

冊該會社的主要整具包括武智式深耕想及思軟擎;以下就兩者的特位

分別介紹。

(1)武智式深耕聖

武智慧~~其特點為型柱、哩床、 (諱:術、握把)等處以鐵製成，

餘則均以木材製成，可讓章，量不致增加太多。 134而絮轅連接想柱與課鬧，

想籬攏醬於墊柱上穿過整轅的溫妞，與一般日式改良整旱，三角形的形狀相

'畏ffij美麗似於在家擎的四方形樣貌，但又兼有日

O 宿E式，改良暫的報身多半泉一直線，是端並無彎

西綜合在臺灣長期觀鑽研得，故在武智整把手後端再加 t

晶的握把，以方便臺灣聽入依照原有習t貫握墊。

129 間亂之二綿， (，令臺J彎仿寶庫 k 人物) (受;ll::.:成文， 1999; 1932房、刊) ，頁209 0 ( 

個人紛發i-變史 資本二十五2萬圈卜《漫長灣閃閃息時報) ， 1929年10月 13 日，三版。〈為絲絨機具製

卜〈金灣自日新報) '1941年1 月 10a' 二紋。

‘3日 , <金灣{之於1于毛一頭曳盡其具口統一r卜素可7 。

可 31 U粉 111深耕競技 褒賞授與式〉。

132 直是灣總督府殖鑫為綠， (壹灣農業字報) ，自發和往年，豆豆106 0

133 (三是主義緣份裁主每一亨、 改良農兵如若 L< 哥哥是主〉。

加蓋全灣省文歇會綴， <臺灣省一這志為﹒卷的﹒絞;發志農業第) ，頁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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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難與改良( 1900s向 1960s)

種摯的特色，故過型甚焉特別。

武智在調整耕深峙，則用型箭螺絲改變哩輪與整柱之角度以達對耕i架

。研寬闊繫改變係以哇'1轅前方之勢鉤上3個問槽，型勾，可謂室主牽守

家調聽耕寬 e 制

底軟至~

, .lt七塹是以甘蕉園植溝硬土耕鬆及中耕為目的，該型i涂卑驗與

意!是使用木料外，其他部分均為鐵製。甜頭、 的公分'

擦力Ij\ 0 整轅、甜柱髓 ， 1三螺絲、連結， ，不i的想柱直接

連撥輯程身的方式，與武智點較近似臺灣在來擎的樣式不同，而錯!每日式

改良擎的構造。認自於沒有耕寬調整裝置，空空i耕深度則以幫聽話端處智體

內型鉤的位器來謂整。 136

而體型較小的底軟塹，其特點可歸納為下列數項:

a. 可幫耕硬土

b. 想耕土塊較小，轍轉土豎少。

C. 整耕寬度/卜，適合甘蕪國培土。

注重量輕，使用輕便 O

e. 蹄阻E寺d]兼作開溝之用。 w

2 蓋全灣民問之改良

除武智鐵工所這般有規模的E人廠問外，

打鐵行業，具持農真的相關經驗 o 138在lLt波點具的改良熱潮中，

，家光輝， <若是灣傳統空手終機具句安役之研究卜Jt' 71-74 。末永仁， <受 j彎{三於itQ 一垂頭曳牟其卡車也

--0' 頁 7 0

明楊7表文 ， {農兵> ' 

前楊?表文， {農兵> 'Jt' 3-4 。

138 周墊， {彰化縣志> (基金灣文獻叢刊第 160線 .1957: 1835祿、刊) .頁39 0盧德梭，金銀織 ， <聽見山縣、

采訪椅> (直是灣文獻叢刊第73祿， 1960) ，資 137 0 是銀編 ， <金灣私法債權編> (這是灣文獻叢刊第79

緩 '1960) ，刁2 0 金銀綿 ， {安平草率牽書記> (合灣文獻叢辛苦第52:4'壺 '1957) ，豆豆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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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改良擎的啟發，或根據自身的經驗，亦多所投入改良，

且插頭繁多，以下列單數種以觀察盡灣民間改良的情況。

(1)孔明塑

于L研式深耕望系出彰1tJ封的周和泰於1930年發明，其樣式以日式故

絮 G 但在把手的部分，另外增加-小握柄，立一部分則較類似於在來

墊。該型擁有專利認證'並會至帝國發明協會發望著而獲得欖質金牌賞。

1930年末，周氏將製單及販賣禮儀予員林街的江秋誨，江氏在得權利

後，立即在員持自宅及嘉義設置工廠製道，該塹由於效率頗佳，後獲得

、高雄州閣會的認可，農民購質時，可撞得5圈補助(原價12

) ，據江氏表示，更1931年時日絡服售達4 、 5千挺的好業績。較接

1933年斗六地區的統計，在想床改良幣中，于L明擎的數量僅次於磯野擊和

深見哩。 140

(2) 

鳳山盟約於1933年誕生，函，龍山j;原成農具j吉研發成功，設計入為今新

營商源成農真:古自責人周培會之外公。

鳳山草為傳統在來整與深耕隸之組合，外觀呈三三角形型態 G 墊底與幫

身與深耕點相間，點輪與傳統在來幫相似，但位置較低。 141其設計動機主

曲柄望~轅取材於部分揖幹與部分樹根之組合材，研樹根

部分常因材料的紋路上有瑕吭，不太聽聞易於折損，而鋸除暇疵部分工肘子

為鳳山I隸之想轅，其耕深調擊機構與深耕輕一樣，耕寬調整機構與在來想

相同 o 而望在舉與在來幫相同，屬於可拆卸的樣式。問

鳳山勢f"位用地革以品雄縣、華南縣、嘉義縣， }弄東紡寮等為主，囡{系

139 <孔調式深尋尋擊 敗賞;灸受農家歡迎 嘉義員林均竣工場製作中) , {要台灣白白息時報> ' 1931年3月

4 坊，亞軍紋。〈學tr為，'1 農會 孔總式主社獎勵卜《臺灣段日新綠> ， 1931年3ßl是日，五版。

140 (深耕主詳盡主卜《吏，灣白白息時報} ， 1933年2月 11 i3 '四版，夕刊。

141 'f長發表珊， <應用改良擎的常識卜《要童年)5:10 (1 955年5月) ，豆豆 8 。

142 陳光輝， <臺灣縛，純學耕機具發展之研究> ' "A 83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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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型至IJ改良寄: ( 1900s-1960s) 

。 143

可見相頭記錄。 144其主要就磯野建立為範本，

'塑轅的後端多力o裝有擺動誓:轅的耕寬調節

。使用地區以屏東、

(三三) 、雞迪等。 145

外觀掠和磯野絮相似，但無擺動整轅的耕寬調節裝囂，

) 0 絮轅有直木和曲木兩種，有1轅後端上下方主主力自有織夾

心結均用fL層(荐)、雞油等木材製成。

。 146

(5) 

興鵑式深耕暫的發明者為嘉義民雄庄益利農具工場的主人林財，的

制耙。惟該深耕型的樣式為何，並無進一步的資料心 147

哇~外，尚有相園式、良耕式、

。問觀察臺灣改良型的樣式，其外觀已不

，部分甚至直接就磯野卑改造，

間的改良，深受日式改良型的影響。

、揖把等元素仍可見於這些幫其中。且日式取良

較昂實槍等木材則未見於這些臺灣改良擊中，間是便用傳統製幣;詢、

(三)、相忠、等，以醬缸成:章，畢竟寶格仍是農民的價先考暈眩!景。

玄之良農兵力至主fL< 普及) c 

14.5 

146 

147 業~主星的 ，頁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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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

戰後的鵑業發展，雖逐步走向機械先。但機械農具普及要至1970年代

以後，且價格非人人負繡的起。故傳統的隸旦，在凹間仍繼續扮演重要的

角色。根據1960年代的統計，臺灣部具有50餘萬挺。 148研發更具效率的絮

，白有相當的發展空悶。

1.農事研究單位

戰後的聽取研究單我仍持續混行招閥的想具研究，在此列舉晝灣大躍

農業正科學系的張舉珊，及臺北量農業改良場的江天結等兩f玄之成果以作

(1)張增珊

1950年至畢業的第一

(電主義耕塑) ，係血戰機留任的日籍教攪、農業專家的高圾知武教授指

，張單珊留在系內擔任講師職務，除陪同商圾教授在是事農具

的相關研究，誰會赴日考察自本農機使民的i育況農業。 150

1954年，張舉瓏針對桃園壟增紅土地臨之黏硬不易型耕土壤設計，出;車

輛式改良愁。屁幫該型特色但括:

丘，翠架使用鐵督，以增加強度。

b. 重量僅12公斤。

C. 梨壁可調節傾斜角度，使壢士。翻轉更良好。

正經揮， (型身)可隨揀作者之身高調整型摘之高度 O

e. 耕揀調整在幫柱利用左右螺牙調體翠柱之長度，改變整轅典型身角

度。

148 陳光輝. (是灣偉、絨線耕機兵發展之研究卜

149 張舉E膏， (電氣耕主社〉。至是北:臺灣大學農業工教學系學士論文， 1950 。

的〈農機煤業兩考察盟員 從總分赴 級本吾吾德卜《聯合報) ， 1959年6月 20 日，主主絞。〈赴日考察事

是聽 我農業fE豆豆 三人吟混合卜〈聯合報> ， 1959年7月 1在日，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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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君主到改良型: ( 1900s-1960s) 

f. 1涂可昆主令堅耕觀士，想讓與整並可更換以f宇宙手，及培主使用。 m

ltt外，為增加擎的安全性，在翠的塹鈞與前方牽守 i牛斃的引木之題，設計穿

以一支1.7公釐的保險金了，在堅棋中i萬一碰至u較硬的土劈或蹄礙物，保險金了會

先被拉斷而使拉繩與部分闕，不敢拉壞塹具，里一刺骨湖州的乏必抖。 152

舉珊式哩研發成功役，民p交予民間量產，三瞞你缸日給總叫拉手t-i立， 153 

農復會並曾以之贈與非洲國家。 154發展至今，尚有苗架縣間湖鄉協勝農業

機械廠繼續發展，以訕。1年之統計，內銷產量約每月 5蜓，每年外銷東南亞

增區約200挺。

(2) 江天送

江天送為農業改良場的技師，會發現多項農兵。 1964年秋天，他完

波一種新式改良塹，根嫌其自述，此改良翠包括數個優點:

a. 構造簡單:建立民全部幾乎以鐵製作，並可草率載扭轉型切土輪，方便

耕耘 O

b. 碎土容易: [羽加裝組轉間切土輸，切過土壤時土構可較快速升至聖

壁而翻士，立在減少雕擦。

C. 用力較省 (a)可想耕兼碎土，免去割耙而{吏耕耘效率高 o (b) 所需

牽引力較普撞擊;或幣三至克 o (c) 土壤翻轉容晨，稻株完金增沒土中，整

地殼率提高。 157

此外，除上述繭位蚱，頭份鎮農會也會試驗成J}J

15' 陳光輝， <臺灣傳統卻耕機要思考安放之研究卜頁94 0

152 楊景文， <農具} ，頁6 。

153 陳光輝， <是灣傳統科耕機兵給役之研究> '頁94 0

J 主

154 <我以農兵一批 貨曾多舟共和!通卜《聯合報} ， 1961年6月 16 日，二版。(農復會以農具 贈送非洲

國家卜《聯合報} '1961年10月 29 日，二級 o

"55 陳光輝， <至是灣傳統勢耕機兵發展之研究) ，頁9是 o

'56 農業生產 爪1!!綠綠和地轉型發j耙卜《豐年} , 13: 8 (l963 i手4fl) ，爽的一11 0 <樣準局核定

十一專利察卜支聯合牽挂) '196是年12月 7a ，二紋。

157 江天i乏， <碎土容易 ffl iJ較有舊的一種互之反擊卜《豐年} '15:9 (1965年5.fl) ，交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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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於旱茁。 158

2. 民間的研發

除了學術單位，民間的部具改良者應是;更為活路的一群。在1950年代

初期，畫畫彈擊島內有農機廠諾大小的二百餘家，暫居五百餘笨，鐵匠舖

餘家，製造各種農耕機具 Q 159以下列舉數個案例以作探討。

(1)用提成農具

1954年，臺南縣辦營鄉間源)成農具店的周培禽，接下其外公的鳳山源

戒嚴具店主義，針對當時暫且之缺失，研繫布成「大會式改良塹 J 點長約

145公分，型高約94公分。而特點粗話如下:

a 

臨直嚷時高溫。

b塹底鐵之凸泊設計在中1問渴，以增加操作穗定性 O

c耕深調整以111\把前加調整螺絲，並利用主角鐵作為穩國餅深調聽 O

d.自引點與耕深調整支點約略冉同一水平線上，使操作更為穩定。耕

深調整方式可說是其專利的部分。 160

(2) 

的於新進入才不願從事古老傳統行槳，兼具木材取得不蟻，尤其造型

f贊美且特質堅闊的型轅不易取得，加以原料價格不聲土漲，每支絮轅守主成

品約需4天工資，使得部具維修無利可闢。問拉， r高雄縣路竹難借寶工槳，有

限公可蔡褔實先生，針對此問題研究，在1969年時，將木材製成之整轅故

為鐵管理i轅 o 其改良之盟有3撞，鳳山卑、普通在來卑、褔式在來愁，將疇

技街!完人工藝遲浩型轅'己文警變成為規格化，不需技權即可組裝的監轅，因此

158 (黨員份雙真想卜〈為.:r:.!3報) ， 1954年11月是白，日版。〈竹來鎮農會 倡導種蠶豆卜{聯合報卜

1954年11 月 29 餘，五版。

159 陳光輝， (金灣傳統擊耕機兵發展之研究卜頁路。

1鉛球光輝， (臺灣傳統空手耕機兵發展之研究卜豆豆9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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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搬努力古的接受。 161

(3) 協進鐵工廠

從在東主扭扭改良型: ( 1900s-1960s) 

該工廠位於埔里。埔服于1餓街有悠久的歷史，聞名島內。協進鐵工廠

前提臨的協進理想鐵塹，型轅的樣式華為特殊，係æ多段零件組合而成。

，有以下數項特點:

:全部鐵製' 14.5公斤， ，小童亦能操

舟，

:想柄可以 '型且主調節斜間 ，建立鉤可以調節

耕寬，不用時可以分解收納。

:型壁、整頭規格與市自成品相同， 行配換。 162

(4) 

，亦有相關暫且改良持續進行。如單瓶梅發鐵工廠的林

, 1頁研發改良出蜈蚣想及子拉草等兩項砍良擊。 163

從上述政府及民間的改良活動來者，戰後在農業機械化前，型具改良

風潮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瞄著技術的進展及經驗的興積，型具的材臂

t 、改良牢數量的成長

改良擎的出現，對於華糟的耕作方式有著深i擎的影響 o 且由於改良

，其數量亦不斷成民 O 以 F列舉數個年代的數字，以觀寮此

一聽化的總勢。

1919年的臺灣農具調壺，

16~ 珠光線， (蓋全灣傳統主社耕機具辛苦役之研究卜頁98-99 0

162 (續存告 協逢迎想鐵牟卜《豐童年)12:19 (1 962年1月) ，頁 17 。

163 (農家為兮 福特鐵工廠林新搞技瓜 創造兩項改良翠) , <氏給日報} ， 1954年10月 14 日，又

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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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一: 1919年擺灣在來農具雛蠶表
:挺

桃園 華斤1t 南投

32，32尋 22 ，298

臺甫

58,542 

總計 I 3引，也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爐產島鐘，

頁的-92 。

全聾的想其數量達35搗餘挺，

，即鑽乎每…家都會有一屁幫具。

花蓮港

10,840 

(臺立:

澎海

5,596 

, 1920) 

，當持農戶約的

|宿在深耕型問世招窮，數量混不及在來點。但隨著各地使用者日益增

多，數麓'1究速增長，深耕甜的數量能1925年的 1 ，835異， 1929年時，已經增

加至時，929具，成長超過10倍。 1929年1年底，主持竹丹i使用深耕擎的數擺又

成長至兩千多菇，且仍有訂購千餘挺尚未澄清。 164 1932年時，臺北州的深

耕閉，也成長到5，038艇。 ，全憂深耕型數套設更達到約14萬挺，己有

與在來建立就駕齊驅之勢。 166另一方蝠，商洋型在1925年的調查中數最尚稍

多過於日式改良塹， {且至三 1929年哼，數壘反而減少。自 1922年首度研躍成

時後，短短數年間臼式改良勢已經成為臺灣改良擊具舞台的主角。各地方

、 f乍物的差異，引進各具特色的深耕彈，使得深耕者~數最快速增

長。 w

164 <新竹州農會 獎Rh來耕空手) , (妥灣紛紛新報) ， 1929年12~23日，四紋。

16b (i是采種(J)栽培? 改良農吳牟￡著 L< 吾吾沒) c 

166 豈是灣杏文獻會編， (金;彎f第2這志稿﹒卷凹﹒絞j戀之、農業篇) ，頁 72 。

167 由於《基金灣農業年報》所載的深耕擎的數字統計11929年使中止，放鼠前尚無法看出各給遠長時間

的延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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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君主具改良( 1900日-1960s)

表二: 1925年轟灣深耕單數量表

自式型 三十

2 2 

3 I 422 719 1,141 

15 343 182 525 

121 尋 125 

10 

3 I 

資料來源: ，大正 14年，頁139 0

表一 : 1929年聲繪深耕點數最表

位

深兒式 高~t式 其他 言十

臺~t 180 5 716 

主奇tfT 丸。76 49 29 (2) 1,154 

墓中 1,827 1,453 4,195 

4,988 2,406 858 56 (4) 9,146 

737 1,855 1,120 241 2 2,836 

19 75 

28 193 

5,768 i 1,979 842 770 18,3 15 614 18,929 

蜜料來諱: 書喜喜幸D4年， 106 。

說明 (1) (3) I有金福島玉立童崇36典、 (尋) I有會畫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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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以1961年的數字來看， 暫的數量也罷超過在來難達十萬蛇

之多。不過在來擊在土質鬆軟、砂土地帶、或是部分量的萃的弓，仍有

很大的便用空悶，加以其穩定性較高，數單雖較1919年減少約15萬攏， {8 

改良翠草無法完全取代其用途 o 1的兩者各在過合的土地發揮所長，

品名

我臨: 1961年轟灣翠興數輯與戶數眾

現有數量

313,915 

204,796 

擁有戶數

279,417 

187,011 在來幫

資興來源: • <畫畫灣蟬統擊耕機具發展之研究〉

/\、是幸言吾

農業生產效能之高嗨，農具精良與否是童樂的關鍵，桶，建立的發明，

:挺

{覺得農業耕作的得以大蝠攪屏 c 故在毒委釋，幾乎每~~f自農戶都辛苦盡其來從

，從荷讀時代組開始自中觀傳入華灣，屬於長床型，其

儸點在於梅克'f生高、重最較輕，叫用一人一牛的方式搭配耕耘。缺點則為

不易深耕，且容易模壤。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政府及民間皆棋輯進行型的

改良。初始政府引混西洋塹，欲學習敵黃的大農經管方式，最後卻因不溫

應日本的情況而失敗。反而日本民間的農兵專家在1900年前後，完成兼具

穩定度並可深耕的自式短床墊。至日本統治報灣後，在20世紀初盡是一鹿引

進悶洋鐵勢以推動大農經營，但經過數年的經營，除製糖會社採用外，

168 張建主聶哥， (本省的在來繁華。改良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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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s呵 1960s)

、且價格昂貴，加以操作方式不過，以致

者相當有限，就如同在日本國內所選遇的困境艘。後未承仁在與

褔闊的農具專家譏野廿平合作後，放驚西洋建立，將改良方向導向日式改良

1922年，完成首批以閉式改良塹為範本的，莖灣改良

的聖其改良與日本的

其後，隨著日本改良暫的輪入，以

改良活動，終使臺灣的改良擊日題成熟，

方、民情延續至戰後的空

範圈f是最初躍臣，鎮反至本

由、荼關等地帶 O 且由於是革方令臺灣自然環境及人文耕話習慣所進行的改

，且結構耐島，耕耘深度叉較在來型為i奈，故書及海較西洋望'1來的站

速，在1932年時已有14萬話，至戰役，改良聖的數量也輯站在來想。

來塹仍有若干價勢，改良型雖無法將之完全取代，兩者各在j蘊含的土地發

揮所長，擔任農民耕耘峙的最偉幫手 c

這一場白日本農業投師及農具專家時動，後白晝灣農具改良者路總投

入的書灣塹其改革活動，咬得臺j彎摯具的發生結惰性的改響，ttL帶動了

後耕配方式的變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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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西洋型與在來型

圖片來源:金子昌太郎， <<甘蕉農學)) ，圖的。

圖五 、 以西洋型進行耕耘

圖片來源 : 金子昌太郎， <<甘蕉農學)) ，圖41 。

說明:因西洋型重量較重，多需以兩頭以上的牛隻來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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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磯野型昭囚﹒五型

從在來型到改良梨 : 臺灣的梨具改良( 1900s- 1960s) 

、、、
、、、
\\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耕鉗法)) .頁20 。

圖七、磯野型昭四. /\型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 <<耕動法)) . 頁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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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磯野型低型號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耕動法)) ，頁22 。

圍九、磯野型低型號昭四-八型

圖片來源: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 ((耕動法)) ，頁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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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型到改良型 臺灣的型具改良( 1900s-1960s) 

圖+、深見型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 ((耕動法>> '頁26 。

圖+一、高北型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 ((耕勘法>> ' 頁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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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山陽農真大農號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 <<耕勘法)) ， 頁29 。

圖+三、武智型

圖片來源 : 薑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耕動;去)) ，頁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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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在來梨到改良型 : 薑灣的型真改良( 1900s-1960s) 

圖十四、底軟型

圖片來源 : 筆者自攝。

圖+五、孔明型

圖片來源 :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耕鉗法)) .頁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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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鳳山型

圖片來源 : 筆者自攝。

圖+七、舉珊式改良型

圖片來源:楊景文， ((農具>> '頁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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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八、江天送改良型

圖片來源 : 江天退， <碎土

容易用力較省的一種改良

君主> ' 頁的。



從在來星星到改良型 : 臺灣的單真改良( 1900s-1960s) 

圖十九、協進理想鐵型

圖片來源<廣告協進理想鐵型) ， 頁 17 。

圖二+、改良型與在來型

圖片來源 : 筆者自攝。

說明﹒歷經型真改良活動之後 ， 改良型與在來型己同為臺灣農家重要的

耕耘器具。本圖前方為改良型 ， 後方為在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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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w Improving Activities in Taiwan (1900s-1960到

Cheng-Haoγsai* 

ABSγRACT 

Cultivating efficiency de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impl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plow raises its farming production. I三ven some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the plow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ming tool dates back to the past. 

ln Japa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govemment and ìts people have been 

dedicated lots of efforts to plow improved. Around 1900, the experts in agriculture 

implements made up the steady-improving plow with short sole. As to Taiwan, the 

conventional plow imported from Chin認 in the 1 century. It is high steady and weight 

less; cultivated by one person with one buffalo. Unfortunate妙， it is damaged easily 

and could not be used in deep plowing. For increasing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e agribusiness units also dedicated them部lves to the farm-improving work under 

J犯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first improved plow was invented in 1922. After 

1分22， by importir這 the improved plow from Japan and investing lots of efforts for plow 

improving activities, gradually, Taiwan improved plow, developed matured. Its not only 

replaced the role of the conventional plow in Taiwan but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plow. 

Keyword: Conventional Plow, Improved Plow, Japanese plow with short sole, 

Buffalo Cultivation, Suen認ga Hitosi. 

* Ph. D. Candid互支t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TNU; Junior visiting scholar. 

Instìtute of Taí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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