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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旨趣
「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
計輕重的標準。在過去主要是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而「尺、斗、秤」
則為人們印象中主要的度量衡器。然而，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現今的量測範圍
已大為擴展，內容包括對時間、電流、光強度、物質量等。廣義的度量衡，實則
涵括所有的計量。1在歷史上除以「度量衡」三字作為計量的總稱外，有時也使
用「度量權衡」、「度量」、「衡權」、「權度」、「計量」等名詞。2
雖然「度量衡」一詞多半給人距離感，但在實際的日常生活當中，度量衡卻
是無所不在。舉例來說，與人們密切相關的「身體尺度」，如身高、體重、腰圍
等，均需透過測量才能得知。若將度量衡放在台灣史的脈絡來談，目前台灣社會
所使用的度量衡單位，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
出現，橫跨了荷治時代到戰後，至於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
下來的。這些單位是怎麼來的？為什麼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依然存在？大部分的
人們雖身處其中，卻也未必留意。
近代以前的台灣，官方對度量衡的一致性並未嚴格要求，加上地理環境阻
隔，使台灣經濟呈區域性發展，因此對於標準化的度量衡需求並不高。這也使得
研究者在解讀近代以前文獻中的度量衡單位時，有不小的困擾。以清代為例，除
了度量衡單位本身複雜（不必然為十進位）外，即便是同一單位，其實際量各地
也往往不同，以致很難將其與今日通用的公制3度量衡比較。由於各地使用度量
衡的習慣不一，為了避免造成交易上的困擾，在過去的契約文書中，常必須寫明
其所依據的「標準」為何。
台灣度量衡的制度化，要到日治時代才完成。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中，為
台灣引進了諸多「文明」
，除硬體建設外，制度上也有諸多的改變，
「度量衡」的
劃一便是其中一例。從 1895 年 9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水野遵在〈台灣行
政一斑〉，提出的觀點，可見日本官方在領台之初，已對度量衡事業相當重視。

1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認識度量衡》(台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95)，頁 1。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東京：柏書房，1990)，頁 196。
3
「公制」
，是目前國際度量衡大會(CGPM)所採用的國際單位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法
文原文為 Systéme International d’Unités)，縮寫為「SI」，公制為其中文簡稱。參見：經濟部中
央標準局，
《認識度量衡》(台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95)。在日治時期，多以メートル法
或「米突法」、
「米法」稱之。本文為行文方便，除直接源引史料外，在文中若為敘述戰前台灣
與日本國內時將以「米突法」稱之，陳述世界與現代台灣現象時，則使用「公制」一詞。
2

3

度量衡是交易物資之基本，其製作之正確與否，在商業非常重要，台灣之
度量衡非依原器製作，製作人也甚為隨便，而官廳也從未過問或加予取
締，所以各器之大小輕重不統一，弊害甚大，似此應嚴加取締，同時實施
我國度量衡制度，元來台灣之度量衡與我制度而甚差別，而施與新度量衡
在商業上相信無不良影響。4
而矢內原忠雄在其《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也曾對台灣的度量衡，
有過以下的評論：
在本國促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時候，不但要統一確立殖民地社會的度量
衡制度及貨幣制度，且當盡可能地使與本國的制度相一致。藉此使殖民地
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成為本國的一部分，使本國籍殖民地統括在同一經濟
領域之內。5
統一度量衡制度，是日治初期隨即展開的重要基礎建設，此項工作的結果，
除了使台灣各地度量衡趨於一致外，同時也是為了達到與日本本土接軌的目的。
綜觀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總督府的度量衡工作重點，大致可分成兩期。即：
前期（1895-1923）
，以尺貫制6為「標準」
，統一台灣各地的度量衡；後期（1924-1945）
則嘗試改用米突制度量衡，力求與世界接軌。
日治時期度量衡事業的重要性，從總督府公文書的分類稍可看出端倪。如：
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度量衡」自成一部門，依 1896 年的分類，「度
量衡」為第十二門「殖產」中的第 7 類；而根據 1919 年的檔案分類，「度量衡」
則被歸類在第十門「殖產」中的第 6 類。由於 1942 年，度量衡事業從殖產局移
交專賣局，因此 1943 年後的《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增加了第 8 門「度
量衡」，內容包括：製作、購入、販賣、荷造搬運、取締、檢定與雜項等。
若從世界史的脈絡來看，人類最初所使用的度量衡尺度，大多是以「身體尺
度」為基準，而後才開始出現以器物衡量的方式。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科學家
受新政府所託制定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度量衡系統，故改以地球圓周圍標準，制
定新的度量衡單位，而有了十進位的公制度量衡出現。進入工業化之後，為了達
到大量生產、提高利潤的目的，「標準化」成為國際間共同的需求。除了時間的
標準化之外，度量尺度的標準化更是工業生產上不可或缺的一環，1875 年十七
4

陳錦榮編譯、水野遵著，〈台灣行政一斑〉
，收於洪敏麟編，《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台中：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 127-201。
5
林明德譯、矢內原忠雄著，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
頁 45。
6
「尺貫法」
，名稱由長度的「尺」和重量的「貫」而來。是日本戰前通用的度量衡制，1958 年
廢止、1966 年後全面改用「メートル法」
。不過，及至目前傳統式的建築中，部分仍使用「尺
貫法」
。
4

個國家在巴黎簽訂的《計量條約》（Treaty of the Meter），議定國際公制度量衡，
在時間上比 1884 年在美國華盛頓所訂下的「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早了近十年。
這兩個與標準化相關的會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先後在歐洲與美洲展開，同時
影響了位於亞洲的日本。1895 年，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代，這兩套「標準化」，
也一併被帶入台灣。
1998 年，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7一書出版，
他在書中試圖釐清「標準時間」制度如何引進台灣，以及對台灣社會造成哪些影
響？而後此書的研究取向，常成為後學者在探討台灣社會文化議題時，學習模仿
的對象，本文的書寫亦受其啟發。然而相對於「標準時間」制的引入，「標準度
量衡」在台灣的情形，似乎又更為複雜。就內容來說，前者在日本統治之初即已
採用西方的「標準時間」，但後者的標準化，則經歷兩個步驟：先是依日本式的
尺貫法完成台灣各地的統一，而後才在 1924 年與日本同步改採「米突」度量衡，
但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不管在日本或台灣，均無法全面落實。
戰後，政府亦曾於 1950 年、1980 年代，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然而時
至今日，我們所接觸的度量衡仍相當「混亂」，或許大致克服了數值不一，但還
是呈現多套制度混用的現象，而仍周旋在磅、台斤、台尺、甲、坪、呎、公尺、
公斤等不同系統的度量衡單位之間。在便利商店裡，同樣是飲品，消費者買到是
8o.z 的熱咖啡、350 毫升的果汁、1 加侖的牛奶；提及身高、體重時用公制，說
明三圍時卻使用英制。以致台灣學界不少學者，仍需大聲疾呼應貫徹公制度量衡
的施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度量衡制度改變困難重重？
關於度量衡的研究，在台灣以外的學界已有相當歷史，成果堪稱豐富。以中
國與日本為例：中國度量衡史以吳承洛的《中國度量衡史》頗受各界重視，作者
吳承洛在 1930 年代曾擔任國民政府「全國度量衡局」局長，主管度量衡劃一事
宜，1937 年該書出版，自有其歷史背景，書中內容詳加考訂中國歷代度量衡制
度的發展，成書時間為 1937 年，而後相關研究多參酌其書。
在日本，則有專門研究度量衡史的組織－「計量史學會」
，該學會成立於 1978
年，平均會員數在百人左右，成員包括度量衡史的研究家、度量衡器收藏家、科
學史與技術史學者等。計量史學會發起者小泉袈裟勝，編著有多本度量衡相關著
作，如：《単位のおはなし》、《単位の起源事典》、《秤》、《はかる道具のおはな
し》、《歴史の中の単位》等。

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
。
5

近年來，亦有許多西方的度量衡相關科普作品，被譯成中文出版，如：《萬
物的尺度》
、
《丈量世界》
、
《亨利國王的鼻尖》等，可見度量衡研究在國際上頗受
重視。
因此，不論就台灣社會本身、日治時期台灣史，或台灣與世界接軌等角度，
「度量衡」議題有其值得深入探討的價值，但目前在台灣，仍未出現較完整的論
述，故應有繼續研究發展的空間。

二、研究回顧
過去的台灣史研究中，常將度量衡制度的統一，視為日治時代重要的基礎建
設。然而，此項工作是如何達成的？與全球接軌的公制度量衡，當時是如何被引
進台灣社會？對於當時民眾的日常生活又有哪些影響？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的論
述並不周全。
若將範圍擴大，戰後台灣以度量衡為題相關的文章，目前有王一剛的〈清代
台灣的度量制〉8、洪萬生的〈半斤八兩談公制—兼談台斤與日斤〉9、以及周明
德的〈日本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展示之台灣度量衡器〉10、蘇意雯〈民族數學在台
灣〉11、姚鶴年〈談「甲」論「坪」〉12等，均有其開創性，可惜篇幅均不長。以
下按成文先後，對內容稍作摘述：
〈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制〉，王一剛在其文中首先說明，明清時代官府對度量
衡的規範。在《明會典》與《清會典》中，均對度量衡器的使用，列有規定及相
關罰責，不過在實際運作上，無論官民均將之視同具文。而後，略述鄭氏時代以
及清代為收取田賦，已使用固定的度量衡器，鄭氏時代使用明代的道斗，清代則
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則在改用新式斗，並將母原器置於台灣府治（台南）的
龍山寺。度量衡器的製造，清代並不限制人民製造，但各地為公平起見常會在米
市、寺院等地設置母斗。最後，作者利用日治時代的《台灣度量衡調查書》，介
紹台灣當時的度制與衡制。

8

王一剛，〈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制〉，
《台北文物》5:4(1957)，頁 13-16。
洪萬生，〈半斤八兩談公制—兼談台斤與日斤〉，
《科學月刊》16:9(1985)，頁 706-709。
10
周明德，〈日本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展示之台灣度量衡器〉
，《台北文獻》直字 97 期(1991)，
頁 135-139。
11
蘇意雯，〈民族數學在台灣〉
，《科學月刊》25：2（1994）
，頁 140-145。
12
姚鶴年，〈談「甲」論「坪」
〉，
《台灣林業》26：5（2000）
，頁 15-21。
9

6

〈半斤八兩談公制—兼談台斤與日斤〉，洪萬生在文中試圖釐清「台斤」與
「日斤」
、
「唐斤」間的關係。洪氏在文中提出台斤約略等同於唐斤的說法，並以
中國漢代、南宋、元代時的幾部算書為例，說明「一斤十六兩」的計算，因透過
算盤的運用，故可保留千年之久。文中推測日斤源自中國的可能性頗高。不過，
洪氏在文中，並仍未說明「台斤」由來究竟是源自何處？是漢移民從中國帶來，
抑或是源自日治時代？此部分仍尚待研究。
〈日本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展示之台灣度量衡器〉，周明德此篇文章篇幅並不
長，內文僅三段文字，共約六百多字。內容主要在介紹日本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展
示的台灣度量衡器。1903 年（明治 36 年）二月，日本在大阪舉行全國性的「第
五回國內勸業博覽會」
，當時台灣總督府在會館內，展出「台灣館」
，佔一千六百
多坪，主要展出台灣之特產及各項文物。其中有六十件，並附沿革及對照表。文
中除介紹清代台灣度量衡器使用的概況外，並列出「日本第五屆勸業博覽會」中，
展出的六十件的「清代」台灣度量衡器。
〈民族數學在台灣〉，蘇意雯主要利用伊能嘉矩所撰述的〈台灣土蕃の數の
觀念〉。論述「原住民對數的掌握」
，探討數學與文化間的關連，雖然內容主要說
明台灣原住民數的觀念，但其中亦稍提及台灣原住民度量衡的使用。
〈談「甲」論「坪」〉
，姚鶴年在該文中，詳細地說明從荷蘭時代直到戰後，
台灣傳統的地積制度「甲」與「坪」的形成與演變。其中提到台灣使用甲作為農
林地積的單位，已有近 400 年之久（1624-）
，從日本時代開始使用的「坪」也使
用超過 100 年。1 甲合公制為 0.9699 公頃，合日制為 2,934 坪，形制乍看似不規
整，實則有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此外，在 1970 年代，為了在推廣公制度量衡的使用，
《科學月刊》刊登了幾
篇相關的作品，如：1976 年四月號的「科學走廊」
，以〈推動公制化應該是行動
的時候了〉為標題，說明採用公制的必要性，與落實的方式，其文中提到可以效
法日本戰前推動公制的方式，不過文中並未提及確切時間與推行方式13；陳宏步
的〈大勢底定談公制〉14一文中，則說明公制度量衡的由來，以及各單位間的相
互關係。
2003 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因接收「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台灣省
菸酒公賣局」所捐贈的 88 件度量衡器，而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進行研究計畫：
〈度量衡的知識與權力研究報告〉15、
〈多元觀點的度量衡展示規劃研究報告〉16，
13
14
15
16

孝佛，
〈科學走廊--推動公制化應該是行動的時候了〉
，
《科學月刊》7：4 號（1976）
，頁 69-70。
陳宏步，〈大勢底定談公制〉
，《科學月刊》7：7 號（1976）
，頁 33-38。
林崇熙計畫主持，〈度量衡的知識與權力研究報告〉(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3)。
林崇熙計畫主持，〈多元觀點的度量衡展示規劃研究報告〉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7

內容大致如下：
〈度量衡的知識與權力研究報告〉
，共有七章，共 335 頁，內容包括：(1)度
量衡的必要性與意義、(2)早期台灣的度量衡、(3)工博館之度量衡器具案例、(4)
度量衡器之精度變化、(5)度量衡器之生命史、(6)度量衡研究的後續發展問題性
(7)工博館後續蒐藏之對象物建議等。主要在針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台
灣省菸酒公賣局」所捐贈的度量衡器進行研究，以有助於未來工博館在進行研
究、蒐藏、展示以及教育推廣。在篇幅中（頁 24-239）主要是以圖文方式，展示
工博館度量衡器具的案例。其中以第二章與近代台灣度量衡的發展關係較密切，
篇幅約 10 頁，論及清代與日治時代台灣的度量衡。
〈多元觀點的度量衡展示規劃研究報告〉
，此份研究報告，共有六章，包括：
(一)導論、(二)多元分類、(三)度量衡作為一種社會語言、(四)度量衡的展示規劃、
(五)度量衡展示的科學教育活動、(六)結論與未來展望等。該研究報告，則試圖
打破傳統對計量的刻板印象，認為測量除了針對明確的物件，如時間、長度、重
量、溫度外，也應重視抽象的，如：心智、程度、忠誠、健康、安全等議題。
此外，為了配合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度量衡特展，而 2007 年該館出版《度
量衡特展專輯》17一書，其中內容分為專文與圖錄兩部份，專文部份包括：科技
與產業發展的基礎—國家度量衡標準、日治時期台灣的土地測量、戰後台灣土地
測量六十年回顧，以及介紹台灣岳界聖石—三角點，在圖錄部份則放置了不少日
治到戰後珍貴的測量與度量衡器。不過，內文著重於土地測量的部份，並未觸及
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史變化的歷程。
至於國內以歷史學的角度，尚無直接探討台灣度量衡的碩、博士論文，而其
他學科中，針對度量衡的研究亦不多見。較直接相關的有下列三篇：
〈中文空間18
重量謂語與度量衡單位量詞的探討〉 、〈我國度量衡業務委外辦理之研究〉19、
〈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企業化經營之研究〉20等，以下對按成文先後稍做介紹：
清大語言研究所沈女鈴的碩論〈中文空間-重量謂語與度量衡單位量詞的探
討〉，以英文從語言學的角度寫成。文中的重點在於探討中文空間-重量謂語(即
長、寬、高、深、厚、重等)與度量衡單位的關係，如：
「高六尺」亦可用「六尺
高」來表示。文中，說明二者間排列的順序是自由的，並分析其詞性、語法，並
解釋此種語言現象。

17
18
19
20

2004）
。
朱杏修等著；李如菁主編，
《明察秋毫 : 度量衡特展專輯》
（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7）
。
沈女鈴，〈中文空間-重量謂語與度量衡單位量詞的探討〉
（新竹：清大語言所，1986）
。
嚴嬋娟，〈我國度量衡業務委外辦理之研究〉
（台北：台大政治所，2004）
。
林耀增，〈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企業化經營之研究〉（新竹：交通大學，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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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嚴嬋娟所作〈我國度量衡業務委外辦理之研究〉，該研
究主要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主軸，透過文獻探討、個案研究、比較研究法、深
度訪談等方法，探討政府委外辦理之度量衡業務，並聚焦於「建立及維持國家度
量衡標準實驗室運作計畫」之委外計畫，並提出幾點改善的方向。
清大管理學院林耀增的〈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企業化經營之研究〉，則是
以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為主題，探討其對國家整體經濟效益，檢視先進國家標
準實驗室面對民營化之經營策略，考量台灣目前整體現況，應用相關管理理論，
研擬適合我國國家標準實驗室的企業化經營策略，並討論初步實證成果。
此三篇論文，第一篇是以語言學的角度，比較中文與西文在量詞使用上的差
異；而二、三篇，則是就目前國內度量衡業務的現狀提出分析與建議。綜觀目前
相關研究，以歷史的角度研究台灣度量衡的作品，大多因篇幅較小，而未能有較
完整陳述。有關於台灣的度量衡在清代的各地的狀況如何？在日治時代，趨於統
一的過程為何？而它又是如何被執行、運作的？對當時經濟社會的影響，以及當
時台灣人民的反應如何？尚未能獲得解答。因此，筆者將以日治時代為核心，探
討近代度量衡制度的統一，以及公制度量衡的引進，並釐清上述的問題。

三、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文獻資料，主要以清代方志，日治時期官方檔案、法令、報告
書，報章雜誌、私文書以及當時之民間出版品。背景介紹中清代部份，主要使用
台灣文獻叢刊內的清代文獻、文集、遊記等，並輔以清代官方檔案，如：淡新檔
案，及民間契約文書等。
有關日治時代，運用官方的檔案及出版品，以了解當時度量衡制度統一的過
程與方式；透過私文書的紀錄，有助於了解當時台灣民眾接受的程度以及觀感，
避免僅由官方角度來探討。前者如：《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總督府專賣
局檔案》、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提要》、
《台灣總督府府報》、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
革誌》、《公學校國語讀本》、《公學校算術書》，以及度量衡所所發行的諸多刊物
如：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
《台灣度量衡法規》、
《メ-トル法實行法規一覽》、
《度
量衡器販賣價格表》、
《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等；後者則例如時人的日記或小說
創作等，如：
《灌園先生日記》、
《水竹居主人日記》，及賴和、吳濁流等作家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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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利用當時的報章、雜誌，如：《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時報》、《台
灣民報》、《台灣警察時報》、《台法月報》等，觀察當時相關的動態現象；《台灣
總督府職員錄》
、
《臺灣紳士名鑑》
、
《臺灣人士鑑》等人名錄，了解當時與度量衡
相關的人物，包括官方人士與地方特許商。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研究範圍，以日治時期（1895-1945）台灣度量衡制度的發展為主，其
中將稍提及近代以前台灣度量衡使用的情形，以及戰後相關制度的影響與延續。
在史料運用方面，本文尚有未能克服的地方，特別是本文第二章背景介紹部
份。該章將略述近代以前台灣傳統的度量衡，材料以清代的方志，以及日治初期
的舊慣調查為主，但恐僅能陳述日治以前台灣度量衡大致的輪廓，原因在於：1.
限於筆者語文能力不足，因而無法直接解讀荷治時代等文獻，故僅能就二手史料
稍做介紹；2.清代部份，當時的方志、契約乃至地方碑文，雖均記載了與度量衡
相關數據，但在度量衡制度為「標準化」以前，很難去估算這些數字所代表的確
切實際值，例如：在契約文書中，北部常見以「擺接篙」作為尺度依據，中部則
常見以「岸里斗」作為容量單位，但其實際大小為何，因爾後並無實際調查資料，
故無法推算。由於本文所用的數據資料，主要仰賴日治初期的舊慣調查，故有其
侷限性，例如：就時間來說，日治時代調查的時間為 1895-1898 年，其所提供的
數據，至多恐怕只僅能反映清代末期的現象；3.日治時期調查的範圍主要以台灣
西部為主，對東台灣的調查明顯不足。不過，由於本文的重點將放在日治時代，
這些資料多少已能反映近代度量衡制度引進以前，台灣傳統度量衡的輪廓，目前
僅能以此方式處理。
（三）名詞定義
在本文論述過程中，由於將提及數套不同的度量衡制度，以下先兩個常見的
名詞稍加解釋，並說明本文在寫作時使用的方式：
1.公制
公制，即目前在國際間推行的度量衡標準稱為「國際單位制」（Systéme
International d’Unités，簡稱 SI，中文簡稱「公制」
，英文名稱為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為「國際權度大會」於 1960 年決定採用並推行。在這套單位制中，
將物理的單位分為(1)基本單位，(2)導出單位。基本單位共有七種，它們是長度、
時間、質量、溫度、電流、物量（amount of substance）、光強度。21

21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認識度量衡》(台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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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制度量衡出現的時間約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後，當時法國科學院應法國大革
命後的新政府之託，在 1791 年決定以地球的圓周作為來制定長度單位的標準，
當時將「沿子午線由北極經巴黎至赤道長度的一千萬分之一」，作為「一公尺」
（meter），並以此作為推衍其他單位的基準，如；重量單位「一公斤」，其定義
為密度最大的情況下，1000 立方公分水的重量。22此外，其他的計量單位的制定，
亦依公尺定義而來。公制單位最大的優點在於其為十進位，各單位之間只有乘除
關係、無須換算，故運算簡單不易出錯。
1875 年 5 月 20 日，國際權度會議決議在法國設立國際權度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縮寫為 BIPM，亦稱為國際標準局）
，奠定了國
際標準制的基礎。
「公制」一詞在日治時期，多以メートル法或「米突法」、
「米法」稱之。由
於 1875 年在巴黎所簽訂的《計量條約》
（Treaty of the Meter），原文「Meter」一
日語發音為メートル，明治時期以漢字書寫即為「米突」，並以「米」字為簡寫。
順帶一提，由於公制度量衡中所有的單位均是由「公尺」推衍而出，因此雖稱「米
突法」，實際上涵蓋長度、面積、重量、體積、溫度等計量。本文為行文方便，
除直接源引法條、資料外，將依時間、空間脈絡將有所區隔。文中若為敘述戰前
台灣與日本國內時，統一以「米突法」稱之，陳述世界與現代台灣則使用「公制」
一詞。
2.尺貫法
「尺貫法」的命名，由長度的「尺」和重量的「貫」而來，是日本固有的度
量衡單位系統。其內容雖大部分源自於中國，但在重量的方面以使用「貫」為主，
有別於中國使用「斤」
。尺貫法的名稱，於 1891 年日本制定《度量衡法》時使用，
而與「米突制」度量衡相對應。23日本戰後，在 1958 年廢止尺貫法、1966 年後
全面改用「米突制」。不過，在目前部分傳統和式建築中，仍可見「尺貫法」的
使用。

22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
http://www.bsmi.gov.tw/page/pagetype8_sub.jsp?no=197&pageno=171&type_no=2&groupid=5。
（下載時間：2008.01.03）
23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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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六章，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近代度量衡制度建立之背景
第一節

世界公制度量衡的建立
一、公制度量衡的出現
二、公制度量衡的推廣
第二節 日本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形成
一、傳統的度量衡概說
二、明治維新與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建立
三、「米突法」的推動
第三節

近代以前台灣傳統的度量衡
一、漢人社會的度量衡
二、原住民社會的度量衡
三、開港通商後的度量衡

第三章 總督府與度量衡的制度化
第一節 中央執掌機關
一、機關沿革
二、相關人事
第二節 度量衡制度的建立
一、相關法規內容
二、修法背景與意義
第四章 「尺貫法」
）
尺貫法」的落實（
的落實（1895-1923）
第一節

強制的推行
一、臨檢、取締
二、市場規範
三、度量衡器販賣限制
第二節 教育與宣導
一、學校教育
（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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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學校教育中的度量衡
1.國語讀本
2.算術課本
二、社會推廣
（一）保甲政令宣傳
（二）度量衡器展示
第三節 民眾的肆應
一、知識分子的觀感
二、地方人士的生活實例
三、庶民的經驗
第五章 「米突法」
）
米突法」的引入（
的引入（1924-1945）
第一節

「米突法」在台灣
一、預定目標

二、政策調整
第二節 新度量衡觀念的形塑
一、教育內容轉向
--公學校教科書中的米突法
（一）國語讀本
（二）算術課本
二、社會推廣
（一）官方「尺度」的轉變
（二）「メトール紀念日」與米突法的擴大宣傳
第三節 民眾生活尺度的改變
一、民眾的適應
二、建築的尺度
三、對戰後的影響
第六章 結論
除第一章緒論外，各章所欲探討內容的要點如下：
第二章為「近代度量衡制度建立之背景」。首先，說明世界公制度量衡出現
的背景，以及推廣的經過。其次，簡介日本近代度量衡制度形成的經過，包括日
本傳統的度量衡概說，以及明治維新後日本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建立，並說明在
1920 年代，日本推行「米突法」情形。再者，說明台灣傳統的度量衡，論述重
點以清代為主，內容包括：漢人社會的度量衡、原住民社會的度量衡，及開港通
商後西式度量衡對台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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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方雖規定各地方或官方的度量衡器需由中央頒發，並制定相關懲治的
法律。然而，實際上並未嚴格執行檢查取締，多半需仰賴各地方自治性的規範，
以致清代台灣各地所用的度量衡器，始終未能有完全的劃一；台灣原住民在度量
衡的使用，因族群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主要以使用「身體尺度」為主，
並依其漢化程度，受漢人度量衡習慣的影響有多寡上的差異；1860 年代，台灣
開港通商，依《天津條約》及其所附通商章程，將海關行政權由外國人所掌握，
並制定「海關權度」，成為台灣另一套度量衡系統。
第三章為「總督府與度量衡的制度化」。主要先就制度面論述，包括機關沿
革、相關人事以及法規制定等，以說明日治時期台灣的度量衡，如何從紛亂走向
統一，最後得以制度化的歷程。
1895 年 10 月，總督府頒佈《台灣度量衡器規則》，目的在引進日式度量衡
器，此外於 1896 年至 1898 年間，著手展開台灣各地度量衡使用情況調查，並考
察清國的狀況。1900 年頒布《台灣度量衡條例》
，1906 年則將度量衡的製作及販
賣收歸官營，根據官方說法，台灣度量衡統一事業大致底定。至於，台灣度量衡
事業的主管機關，因總督府官制的亦動，編制上稍有調整，但在 1942 年以前，
均屬總督府民政局管轄，在日本統治的最後三年裡，台灣的度量衡事業，則被納
入專賣局，其間轉折可看出日本統治期間政策上的諸多變化。
第四、第五章，則將就民眾實質接觸面，來觀察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的方
式與成果。此二章，將以 1924 年《台灣度量衡規則》的頒布為界線，將日本統
治的五十年分成 1895-1923 年與 1924-1945 年兩階段來論述，前期台灣民眾所接
觸與使用的主要是「尺貫法」，後期則受到「米突法」引進所影響。
第四章內容為「『尺貫法』的落實（1895-1924）」
。首先，呈現當時國家公權
力如何透過臨檢、市場規範等方式落實度量衡制度的實施；其次，說明在 1924
年以前總督府如何透過學校教育與其他社會活動，作柔性的宣導。教育的部份，
分析公學校教科書《國語讀本》與《算術書》的內容，以了解當時學齡兒童所接
觸的度量衡。其次，利用小說及日記、報紙等資料，觀察台灣民眾肆應程度，文
中將運用如賴和的小說、張麗俊、林獻堂等人的日記，分析時人對日本統治下度
量衡制度的觀感，及日常生活上的改變。此外，並利用《台灣日日新報》等當時
的動態，了解當時民眾對新度量衡制度的適應情況，驗證是否如官方宣稱，已在
1906 年大致統一全台度量衡制度，以及當時一般民眾改用日式度量衡的情形與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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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米突法』的引入（1924-1945）」
。內容包括日本官方原訂的目標，
與事後的修正，以及 1920 年代，米突法度量衡如何透過教育，以及社會宣傳等，
引進台灣社會。此外，並從民眾生活尺度的改變，檢視「米突制」度量衡對台灣
的影響力。日本官方當時原先預定，在 10-20 年內完全改用米突法，然而卻未能
達成。相較於前期以尺貫法統一台灣度量衡，僅花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推動米突
法的過程卻緩慢而曲折。究竟其推廣過程有何差異？失敗的原因又是什麼？本章
所欲歸結的重點。
日本統治最後二十年裡所推廣的米突制度量衡，與而後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
採用的公制度量衡，是同一套度量衡系統。然而，目前台灣仍可見台式、英美式
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的情形，是什麼原因先後讓兩個政府花了 70 多年的
時間，在米突/公制度量衡的推廣上卻顯得如此無力？透過第五章的陳述，或可
提供些許思考的角度。
第六章結論，作為本文的總結，將回顧 1895-1945 年，台灣度量衡制度化的
歷程，歸納日本統治半世紀以來，其「丈量台灣」的成果。尺度的標準化，是日
治台灣殖民近代化的一環，不僅直接表現在當時日本對台灣的「數字管理」上，
也有助於台灣與日本國內的接軌，更是日後台灣步入工業化的必經之路。
從日治時期台灣度量衡制度化的過程，可了解今日台灣與金、馬地區，民間
傳統「尺度」有所差異的原因。不管是交易習慣，或是建築尺度，部份日式度量
衡仍在台灣延續使用，可見日治時期度量衡政策影響力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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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代度量衡制度建立之背景
台灣度量衡的制度化，完成於日治時代。但無論是當時的日本也好，台灣也
罷，均不能置身於世界之外，因此本章將以「世界—日本—台灣」為脈絡，說明
近代度量衡制度建立之背景。
以下首先將說明世界公制度量衡出現的背景，以及推廣的歷程。其次，簡介
日本近代度量衡制度形成的經過，包括：日本傳統度量衡概說、明治維新後日本
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建立，以及 1920 年代日本國內「米突法」的推行。再者，說
明台灣傳統的度量衡，論述以清代為主，內容包括：漢人社會的度量衡、原住民
社會的度量衡，及開港通商後的西式度量衡。在日治以前台灣由於環境的阻隔、
需求不高等因素，各地僅能形成某程度上的地域性「標準」，本章將描繪其大致
輪廓，作為往後章節比較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化成效的基礎。

第一節 世界公制度量衡的建立
一、公制度量衡的出現
公制，又被稱為國際單位制或米制，是一套十進位的單位系統，源自於 18
世紀法國科學家的設計，為目前國際間最普遍使用的法定標準度量衡單位。
兩百多年來，各國政府紛紛改採公制作為法定度量衡單位，原因在於相較「英
制」等其他度量衡系統，公制顯然簡便許多。以英制為例，其基本單位大多源自
娛身體尺度。英寸（inch）大約是成人拇指末節的長度，後來以三粒摘自麥穗中
央的乾大麥頭尾相接的長度定之。腕尺（cubit）是肘到中指尖的距離，也就是 6
個掌寬（palms），掌寬為 4 指並排的寬度。英尺（foot）最初定為 4 個掌寬，約
1000 年前，「標準化」為 36 粒摘自麥穗中央的大麥所排成的長度。1 碼（yard）
則是 King Edgar 把手臂向前伸直後，從鼻尖量到中指尖的距離。1 噚（fathom）
是一個北歐海盜（Viking）的手臂向左右伸張的長度。1 英畝（acre）則是一對
公牛 1 天所耕田地的面積。1 英里（mile）是一個羅馬兵走 1000 步的距離。24
上述這些依據身體尺度所制定出來的單位，單獨使用時或無大礙，但若涉及
單位與單位間的換算時，則可能相當複雜。以長度來說，12 英吋等於 1 英尺，3
英尺為 1 碼，1760 碼為 1 英里，光是牢記彼此間的關係就甚費心力，何況是再
加以交互換算？相形之下，十進制（decimal system）的公制，各單位以 10 的乘
方變化，換算上簡易的多。25
24
25

陳宏步，〈大勢底定談公制〉
，《科學月刊》
：79 號（1976.07）
，頁 33-34。
美國的教育家曾作過統計，由於公制免除了普通分數和複雜的量度單位，若改用公制，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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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 年，法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託法國科學研究院，研擬一套放諸四海
皆準的度量衡系統。「公尺」定義為北極到赤道的距離的千萬分之一，公斤定義
為 1 立方公寸（0.1 公尺）的水，在其最大密度的溫度下的質量，這個體積就稱
為 1 公升（1 liter）。26
法國最先曾大力遊說英國採用此制度，並協助其國際化，但並未成功。1798
年，拿破崙治下的法國，邀請歐洲國家，以及其他友好國家的代表到巴黎，向他
們推廣這種新制度，但效果有限，法國本身在新制的推行上也遭遇不少阻礙。在
法國境內，民眾對公制度量衡並不感興趣，雖然國會透過法令規定立即引進，但
卻未對使用舊制者處以罰則，因此但民眾仍以使用舊制為主。當官方改法令強制
改用新制時，民眾的反對使用擴大成為暴動，拿破崙在第一帝國時期為了順應民
情而改用舊制。因此直到 1840 年，新制才在法國境內落實。27
二、公制度量衡的推廣
在國際上，公制度量衡的推廣也不算順利。1816 年，荷蘭改用公制，是第
一個轉換為新制的國家，隨後是巴拿馬與智利。瑞士則在 1868 年將公制合法化，
奧匈帝國也在 1871 年改制，之後德國也改掉過去各邦專用的單位，改以公尺與
公克作為長度與質量的單位。28
1870 年，在法國召開國際會議，目的在制定統一的公制，促成《計量條約》
（Treaty of the Meter），於 1875 年 5 月 20 日在巴黎簽署。這項條約確立「國際
度量衡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為度量衡標準的監管機
構，「度量衡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of Weight sand Measures）定期集會，視
需要而制定新的定義。當時雖然只有十七個國家簽署，但也算跨出公制全球化的
一大步。最初加入的時期國，包括：法國、德國、西班牙、美國、義大利、祕魯、
葡萄牙、俄國、瑞典、土耳其、丹麥、瑞士、愛爾蘭等國家。在公約中，簽署的
國家有義務支援「國際度量衡局」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 ，簡
稱 BIPM）的設立，至今此機構仍在巴黎聖克盧（Saint-Cloud）公園內，監督物
理學單位的統一性，並籌備每四年一次的度量衡大會（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s
Poids et Mesures，CGPM）。29

26
27

28

29

學習算術的時間可以減少四分之一。
（參見：陳宏步，
〈大勢底定談公制〉
，頁 34。）
陳宏步，〈大勢底定談公制〉
，頁 34。
薛文瑜譯；恩斯特•徐文克(Ernst Schwenk)著，
《亨利國王的鼻尖 19 個發明度量衡的故事》(台
北市：商周出版，2005)，頁 21-22。
薛文瑜譯；恩斯特•徐文克(Ernst Schwenk)著，
《亨利國王的鼻尖 19 個發明度量衡的故事》
，頁
21-22。
計量標準総合センター 国際計量室網頁：http://www.intermet.jp/committee。
（下載時間 0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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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條約》共有十四條，內容大意如下：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締約諸國共同出資，設立常置在巴黎的度量衡萬國中央局作為學
術之用。
法國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提供或建造符合本公約附則之建築
物。
萬國中央局受度量衡萬國委員會指揮。該委員會由締約各國政府
的委員組織而成。
度量衡總會的議長則委託巴黎理學院現任院長。
中央局的組織、度量衡萬國委員會與度量衡總會的組成權限，規
定於本條約之附則。
度量衡萬國中央局所負責的事務如下：
第一 監督有關新製公尺與公斤原器
第二 保存萬國原器
第三 規定各國模製原器與萬國原器擬製品的比較，並與各國的

溫度計作比較。
第四 依米突法比較新製原器與各國及學術上使用的度量衡原
器。
第五 比較測地用尺度與公尺原器。
第六 比較監查各國政府、學術團體或學者、科學家等所使用的
原器與確正尺度。
第七條 中央局由局長一名、補助二名及其他必要的職員組織而成。
新製原器比較結束後，職員依比例減少。中央局職員的任命，由
萬國委員會通知各締約之各國政府。
第八條 公尺與公斤原器及其複製品保存於中央局內。
第九條 度量衡萬國中央局的設置經費與每年必要經費，由各締約國支
出。惟支出經費按各締約國現時人口比例而定。
第十條 締約國所支付的經費，每年年初經法國外交部存入巴黎銀行，
再由中央局局長憑證取領。
第十一條 締約國應繳交約費，約費額由第九條條款確立，此費用將作為
本局學術項相關事務與改良器具材料之用。
第十二條 若證明修訂為必要時，經締約國一致同意，可對本約進行修訂。
第十三條 十二年的期限屆滿時，締約國可宣布退出此公約。脫離前一年
需事先告知，並放棄萬國原器及其他在萬國中央局內的所有權
利。
第十四條 各國依據其憲法批准此公約，六個月內，或更早，於巴黎交換
批准書。並於 1876 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30
30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權度課，《台灣度量衡法規》(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權度課，
1914)，頁 138-143。
（筆者譯）
18

1889 年，
「度量衡大會」正式把公尺定義為：攝氏零度時，在一鉑-銥合金棒
桿上，兩條刻痕間的距離。並將此根棒桿存放在巴黎，作為國際長度的標準。同
年，也將公斤定義為一個特殊鉑-銥圓柱體的質量。各條約簽署國均能獲得棒桿
和圓柱體的複製品，作為該國的度量衡標準原器。31
在經過大會多年不斷擴大與修訂定義後，1960 年，大會採用「國際單位制」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常根據法文 Système International 縮寫為 SI）
。國
際單位制建立在 4 個獨立的長度、質量、時間和溫度的基本單位上。並將計測電
流的安培（ampere）
，和計測發光強度的新燭光（candela）
，納入基本單位。這兩
個單位和其他 4 個有關聯；但為了使用方便，而將之列入基本單位。
至今長度單位仍以公尺為基準，但不再以子午線的象限或公尺棒桿為依據。
1960 年，大會把公尺的定義重新修訂，利用氪燈在真空中發出的橙紅光線，這
光線和氪-86 原子的 2p10 和 5d5 能階間的躍遷有關，而以這光線的 1,650,763.73
個波長定為 1 公尺。質量單位還是公斤，其定義則未改變。
大體而言，「國際單位制」合併、擴展了公制，並把其他所有必需的單位，
從基本單位導引出來，建立各單位間合理的關係。32由於公制度量衡在設計時，
各單位的關係已有其規律與意義，因此有利於減輕換算的複雜性，相較於其他度
量衡系統有一定的優勢。隨著國際間頻繁的商業貿易、快速的工業生產，一套簡
單、標準化、國際化的度量衡系統，有其存在的必要，這也是為什麼在十八世紀
末，剛結束大革命不久的法國，積極推動「公制」的主因。
不過，各國積極全面推動落實公制度量衡，時間點則集中在二次大戰之後。
以英國為例，該國政府在 1969 年宣布，英國將在 1975 年以 6 年為限，改過去傳
統的度量衡為十進位制的公制度量衡。33其餘大英國協的成員，也陸續效法，如：
1970 年，加拿大工商部長指出加拿大對度量衡將採用公制，以代替目前的英制；
34
同年紐西蘭政府亦宣佈，將於 7 年內逐步實行公制；35 1971 年新加坡更於該年
2 月 15 日起正式改用公制，原因在於當時與新加坡關係密切的貿易伙伴當中僅
有美國尚未決定改採公制。36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已採用公制度量衡，
目前僅美國、緬甸、賴比瑞亞等三國，尚未將公制度量衡定為法定度量衡。

31

陳宏步，〈大勢底定談公制〉
，頁 34。
陳宏步，〈大勢底定談公制〉
，頁 35-37。
33
〈英 國宣 佈 度量 衡 制 六 年之 內 改為 十 進〉，
《經濟日報》（台北）
，1969.5.30，第 2 版。
34
〈加 拿大 度 量衡 將 改公 制〉，
《經濟日報》（台北）
，1970.1.18，第 3 版。
35
〈紐西蘭度量衡 將改為十進制〉，
《經濟日報》（台北），1970.4.18，第 3 版。
36
〈新加坡度量衡 後天起改公制〉，
《經濟日報》（台北），1971.2.13，第 3 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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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形成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大抵深受傳統中國影響，而後逐漸走向西化，其
度量衡制度的發展歷程亦呈現同樣的趨勢。以下將簡述近代以前日本傳統的度量
衡，以及明治維新期間日本度量衡制度化的情況，並探討 1920 年代日本政府為
何計劃全面改採「米突法」，及後期政策退縮的經過與原因，以與當時台灣度量
衡政策比較。
一、傳統的度量衡概說
日本在結束彌生時代，建立大和朝廷後，逐漸形成統一國家的體制。此後，
與中國的接觸愈形密切，隋、唐文化對往後日本各制度的形成影響甚大，度量衡
制度亦然。37
不過，在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前，日本本身的文化生活已持續一段相當長的
時間，與其他古代文明相似，傳統的度量衡制度主要還是以身體的尺度作為基準，
以長度為例日本舊有長度的度量衡單位「あた」
（咫）、
「ひろ」
（尋）、
「つか」
（束），
均使以手指間的長度作為依據分別是指「拇指到中指」、「兩手臂張開的長度」、
「握拳時四指長」。基本上此三個單位之間必無關聯性，而分別以身體某部分作
為基準。38但因每個人的身體尺度並不一致，而後才再以金屬、石器材料製成實
物作為標準。
隨著與中國文化間的接觸，度量衡制度亦受其影響，以尺度為例，因傳入時
間、使用功能、材質等不同，而有長短不一的大尺、小尺、高麗尺、吳服尺、鯨
尺等各種不同的尺度。39大、小尺，傳入日本的時間在隋唐時代，依日本大寶律
令的制定以大尺為準，小尺僅用來保持音律及作為天文觀測之用；40高麗尺則為
大寶律令制定以前，日本主要使用的尺度；41吳服尺為丈量布匹織物時使用，有
時亦稱鯨尺，鯨尺的使用多在關東以西使用，在東北地方則不普及。42
量的單位的制定，最初也是依人的身體作為基準，例如將雙手捧起的量，定
為一「掬」，但因個人差異甚大，而有枡的出現，據考證日本一枡約為一人一天
所食的穀物量，比較各學者的見解，數值約在 3 合到 6 合 6 勺餘不等。「量制」
37
38
39
40
41
42

橋本万平，
〈計測•測定〉，(《日本人の技術》
，東京都：硏究社，1977)，頁 207。
橋本万平，〈計測•測定〉，頁 207-208。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95。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18。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93。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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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位與庶民生活關係密切，也是度量衡系統當中最混亂的一環。奈良朝時代
（710-794 年）
，中國文化雖大量傳入日本，此一計量單位卻未被影響。由於日本
量制與中國差異較大，也是造成台灣推行尺貫法統一時，量制難度較高的原因。
大體而言，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國內的度量衡制度，大致受隋唐以來中國
度量衡制度的影響。而從日本尺度種類的繁多，以及枡實量的差異，反映了明治
維新以前，日本國內的度量衡制度亦呈現紛亂的現象。43
二、明治維新與近代度量衡制度的建立
明治維新後，新政府志在富國強兵，為了促進文化與國民生活的近代化，
轉而積極吸收歐美文化。開國之後的日本，對外交流驟增，包括官員、學者向外
考察、延攬外國專家、技術人員以及傳教士的湧入等，都促使西方的文物與生活
方式為日本民眾所接受，當時將稱之為文明開化。44
透過少數官僚與知識份子以及當局由上而下利用政治力量加以推動，無論是
抽象的哲學思想、抑或是實用的技術，皆加以吸收移植。這種文化近代化，亦影
響了制度面的革新，例如：1872 年 11 月頒布改曆之詔，廢除日本過去慣用的太
陰曆，改用太陽曆。45此外，日本政府對國內度量衡制度的統一，也在此階段著
手進行。
1870 年 8 月，明治政府在大藏省之下，成立了「度量衡改正掛」
，命渉沢栄
46
一為掛長，其主要工作為調查古代制度，並為新制度立案。 1875 年 8 月 5 日，
大藏省度量衡改正掛，以太政官第一三五號發佈《度量衡取締條例》，同時公佈
《度量衡檢查規則》與《度量衡種類表》，這些是明治維新時期，最早的度量衡
相關法令。此外，並將尺原器與貫原器分送到各地方，作為取締不合格度量衡器
的標準。
《度量衡取締條例》
，由 22 條條例構成，內容包括：度量衡三器的製作承包
人相關事項、廢止枡座秤座、官廳相關檢查檢印、製作承包人與販賣所相關義
務等，並製作《度量衡取締條例設立一件記》，敘述《度量衡取締條例》制定的
經緯。至於《度量衡檢查規則》中則規定有度量衡器檢查方法，再由各府縣向民
眾宣傳，內容包括：尺度檢查、舊器（舊枡座的枡）斗量檢查、新器、新器斗概
檢查、秤桿檢查、天秤檢查、分銅檢查等。47《度量衡種類表》中，則羅列了尺
43
44
45
46
47

橋本万平，〈計測•測定〉，頁 228-229。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2004)，頁 64-65。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
，頁 68。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97。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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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種類表、斗量種類表、權衡種類表，主要以圖示呈現新、舊器間的區別，此外
也標示了度量衡器的構造、寸法、材質，以及公差48等。49
隨著 1875 年《度量衡取締條例》頒布，意味著日本自中世紀以來各地方的
紛亂的度量衡系統，將歸於一致。就在日本國內進行度量衡制度大變革的幾個月
以前，即 1875 年的 5 月 20 日，國際上在度量衡事業上也有重大突破。當時 17
個國家在巴黎簽定《計量條約》，為國際公制的普及推進了一步。當時法國政府
積極鼓吹各國加入，當時身在德國的日本公使也受到遊說，但並未馬上接受。同
年日本制定的《度量衡取締條例》
，仍是採用過去的尺貫法。1881 年度量衡事務
由原先的大藏省，移交給農商務省。50
直到 1886 年日本始完成加入《計量條約》，過程頗受日本國內保守議員反
對，在大隈重信與西鄉從道等人支持下，始能完成。51不過，簽訂條約後的日本
僅在法律上承認「米突法」的合法性，當時的法定度量衡還是以「尺貫法」52為
主。

三、「米突法
「米突法」
米突法」的推動
公制度量衡出現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末正式朝國際化邁進，至於戰前日
本國內使用公制度量衡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一）「米突制」的引入
1875 年，國際間簽訂《計量條約》時，日本並未加入，至 1886 年 4 月 16
日，日本才正式簽署《計量條約》
。1889 年，日本駐巴黎公使大山綱介，接受公
尺及公斤原器。在計劃加入的過程中，已在日本國內受到保守議員們的反對，在
當時在大蔵廳大隈重信、農商務廳西鄉從道等人的說服下，太政官始允諾完成參
加手續。53

48

指法律容許度量衡器可誤差的範圍。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97。
50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197-198。
51
〈きょうから日本全国一斉に「メートル王国」への第一歩〉，《大阪毎日新聞》（日本大阪），
1924.7.1。
52
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國內各地的度量衡亦未「標準化」
，因此當時在制定全國一致的數值時，一
方面以日本傳統的度量衡為基礎，另一方面也已考量如何與國際接軌。因此將一尺的實際值定
為 100/33 公尺、一貫定為 15/4 公斤，用意即在方便日後與米突制間的換算。
53
〈きょうから日本全国一斉に「メートル王国」への第一歩〉，《大阪毎日新聞》（日本大阪），
1924.7.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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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簽訂條約、取得度量衡原器後，舊式的尺貫法因廣泛運用，一時無法
被取代。就實際情況來看，日本於 1891 年根據法律第三號制定的《度量衡法》，
採尺貫法與米突法並用，雖承認「米突制」的合法性，但仍是以傳統的「尺」
、
「貫」
54
作為法定度量衡單位，並允許傳統上慣用的鯨尺，仍可在丈量布帛時使用。 1909
年頒布的法律第四號，則規定併用「ヤードポンド」法55。可見 1920 年代以前，
日本國內法律所認可的度量制度，基本上有三種，即：尺貫法、米突制，以及英
美制，而在此三系統下，尚有六十多種單位混用的現象。56
（二）全面推動「米突制」
1.原因
日本為什麼會在 1920 年代前後，開始考慮全面改用米突法？則與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關係密切。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同屬協約國的英美兩國，在軍事
援助過程中，由於與其他國家的度量制度不同，明顯感受到不便，因此協約國成
員在 1917 年的春天，曾就是否統一改用公制(米突制)召開會議。當時英國政府
有意改採公制，這也促使日本政府評估國內全面改用公制的可行性。
1918 年，日本在軍需動員法的決議中，附帶提出以米突制度量衡統一的決
議。 當時日本的中央度量衡所所長橘川，就曾以陸、海軍為例，說明度量衡系
統不一的缺點，提到日本陸軍使用公制、海軍使用英美制，在長度的測量上海軍
用浬與哩、陸軍則使用公里，但民間一般的道路測量卻是用里，在使用上相當不
便。58
57

此外，在歐戰期間日本因國際貿易擴展，逐漸感受到度量衡制度與國際接軌
的迫切性。1920 年代，日本政府開始著手米突制度量衡的推動，不過其間因受
國粹主義所主導的「尺貫法擁護運動」阻擾，加上在戰前日本國家主義抬頭，使
得戰前全面落實米突制的理想並未實現。

54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東京：柏書房，1990，頁 119。
yard-pound 法，即英美制度量衡系統，長度以碼為基本單位、質量以磅為基本單位，溫度則
以華氏溫度為單位，為公制度量衡通用前，國際上主要採用的度量衡系統。
56
〈度量衡統一〉
，《神戸又新日報》（日本神戶）
，1923.4.10。
57
〈尺度は米突制に改正〉，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大阪），1919.12.19。
58
〈度量衡の統一 各国メートル法を採用〉
，《福岡日日新聞》（日本九州）
，1917.10.25。
55

23

2.經過
1919 年，日本國會通過預算，成立「度量衡調查會」
，預定進行度量衡及規
格統一等調查，由會長、副會長，委員 25 名，幹事 3 名、書記 3 名所組成，作
為農商務大臣的諮詢機關，其中委員由農商務、大蔵兩省官員及民間學者、實業
家選任。59
1921 年 4 月 11 日，日本官方發布法律第七十一號，計畫以米突法統一國內
度量衡，預計在五年之內各省官廳市役所、官設工場、專門學校以及五十馬力以
上的民間大工場，自 1922 年 4 月開始的五年內，需全面改用公制，而民間則預
計在二十年內逐步達成。60
實施米突法在對工業生產來說是項大革命，對民眾生活影響甚鉅，日本政府
多次邀請國內工商界人士，分金屬材料、非金屬材料、電氣機械、一般機械等四
類，特別針對鋼材、木材、磚塊、電動機以及螺旋統一等問題商討。61就當時日
本官方說法，實施米突制的優點，至少有二：一則與國際接軌，二則統一國內各
地不同的使用習慣。以家庭日常的使用為例，不同的情況下，一斤所代表的量可
能是 60 匁、100 匁，或 120 匁；而織品也有同樣的問題，日本一般慣用鯨尺，
但在日本東北卻慣用曲尺，種種現象，即便在日本國內，不同尺度、重量間的使
用、換算，都是令人困擾的問題。而全面改採米突制，除使制度統一外，在換算
上也因為十進位制而將簡便許多，這是當時官方極力推廣米突制的主要原因。62
1921 年 4 月 11 日，日本官方頒布《度量衡改正》
，但因民間掀起抗爭運動，
而使實施暫緩。但由於朝野間對於全面採行米突法一時爭議不斷，故此法令在
1921-1923 年，擱置於法制局，遲遲無法通過。這使得日本相關主管機構，必須
透過更多管道向社會大眾推廣其理念，說明米突法優於傳統尺貫法。
1922 年，日本政府定《度量衡改正》頒布的日期 4 月 11 日為「度量衡紀念
日」
，1922-1923 年間，在報章雜誌中常可見官員四處奔走宣傳的相關報導。以下
舉幾場日本國內展開的「米突法」宣傳活動為例，稍做介紹：
1923 年 4 月 11 日，兵庫縣中、小學均展開米突法演說。此外，警察署並派
員在市役所町村役場等地，擴大宣傳。兵庫縣技師小田米太郎，說明使用米突制
的優點，包括有：1.米突法採十進位制使用上便利；2.米突法各單位間的關係較
簡單；3.米突法單位大小適中；4.米突法已有許多世界文明國家相繼採用等。63

59

〈度量衡統一 調査会官制〉，
《時事新報》
（日本大阪），1919.4.15。
〈議会を通過したメートル法 度量衡の大革命〉，
《福岡日日新聞》（日本福岡）
，1921.3.29。
61
〈愈はかりをメートル制に 来月施行令を発布〉，
《国民新聞》
（日本東京）
，1922.4.6。
62
〈ハカリの革命 〉
，
《報知新聞》（日本東京）
，1922.4.13。
63
〈今日の記念日にメートル法の宣伝〉，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大阪）
，192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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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4 月 12、13 日，權度課長関菊治在《大阪時報新聞》中刊載〈メート
ル法の誤解を正す〉，希望導正民眾對米突法的誤解，其中提到，傳統的尺貫法
由於進位方式複雜，時而六進位、六十進位、三十六進位，在換算上有其難度。
64

1923 年 4 月，東京商業會議所召開米突法實施協商，當時的農相荒井便提
出幾點建議：1.國內公私協會以及其他團體，應協助一般民眾接受米突法；2.應
編纂並頒佈米突法相關公式換算；3.在中學校與小學校教科書改正時，充分授與
米突法度量衡相關知識。65當時學界依有學者提出意見，認為新舊制度間的轉換
雖必須面對一段陣痛期，但也呼籲「標準化」是世界的趨勢，為了日本下一代的
便利，有其落實的必要性，其中並提到度量衡的統一，有助於同類產品製作上的
標準化，例如當時日本國內家具類與布織品即因為使用尺度的不同，而有規格不
一的問題。66從這類報導中，可見當時日本官方與相關民間機構，對推廣米突法
度量衡所做的努力。
對日本官方來說，最難克服的問題在於如何使已經慣用傳統尺貫法的民眾，
特別針對讓老年人接受這樣一個新的度量衡制度。67此外，經費問題也是造成推
廣不順利的原因之一。原先日本官方預計在 1923 年一月一日，全面實施米突法，
並要求官廳、官設工場、官立各級學校等，在實施後三年内所有相關設備將採用
新式度量衡單位。但由於經費驚人，至少需要一千五六百萬円，這使大蔵省改持
反對意見，使得農商務省大為驚慌。經費問題成為新制度執行上的一大阻礙。68
3.《度量衡法改正案》的頒布與米突制的落實
直到 1924 年 4 月《度量衡法改正案》才正式通過，並自同年 7 月 1 日開始
實施。不過而後，日本國內米突法的推行仍不順利，1933 年在貴族院岡部長景
子、青木信光子，著名建築師伊東忠太（1867-1954）
，以及政治界、財金界人士
等激烈抗議下，使當時原本態度強硬的商工部不得不退讓，延長全面實施米突制
的期限。69這使得日本國內在法律上完全實施「米突制度量衡」，則要到戰後。
1951 年，
《度量衡法》廢止，將日本憲法中的地方自治精神引入制定《計量法》。
1959 年後，除了土地與建築物外，均採用米突制度量衡。一直要到 1966 年，才
在法律層面上全面落實米突制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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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メートル法の誤解を正す(上・下)〉，
《大阪時事新報》（日本大阪），1923.4.12-1923.4.13。
〈メートル知識 普及を図れとの建議〉
，
《神戸新聞》（日本神戶），1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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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の統一〉，
《京城日報》
（朝鮮）
，1924.4.9。
67
〈メートル法猶予期間その他〉，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大阪）
，1923.5.14。
68
〈意外に巨額に上るメートル法実施経費〉
，
《大阪毎日新聞》
（日本大阪）
，1923.7.4；
〈メート
ル法の実施多分延期にはなるまい〉
，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大阪），1923.7.5。
69
〈米突法將强制實施官民激烈反對携決議文陳情首相〉，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1933.7.30，
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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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呈現了日本在統治台灣以前，日本國內度量衡制度大致的狀況，接下來
則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台灣，說明近代以前台灣傳統的度量衡。

第三節 近代以前台灣傳統的度量衡
探討清代台灣社會經濟時，史料中的度量衡單位，常造成研究者的困擾。除
了單位本身複雜（不必然為十進位）外，即便是同一單位，其實際量在台灣各地
也往往不同，以致很難將其與今日通用的公制度量衡比較。
以下筆者將透過日治時代的調查，對清代台灣的度量衡作概括性的介紹。數
據方面，由於要到日治初期才有較精確的調查紀錄，因此資料方面主要參考日治
初期的調查。雖至多恐僅能呈現清末台灣度量衡的概況，不足以反映整個清代的
現象。不過，藉此至少大致可說明，1906 年台灣度量衡統一前的情形。以下除
介紹漢人社會使用的度量衡外，並略述台灣原住民使用度量衡的習慣。
一、漢人社會的度量衡
清代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沿襲自明代，為了解決民間度量衡制度紛亂的問
題，清初順治（1638-1661）到乾隆皇帝（1711-1799）在位期間，曾多次頒佈度
量衡法規。70在行政上，清代的度量衡屬戶部管轄，而法定器具則由工部負責製
作，成為統一全國度量衡的標準。清初的官方度量衡系統，以縱黍百粒的長度作
為營造尺，以營造尺的長度來定長度之率；再以營造尺的寸法來定容積與重量。
71
清代規定各地方或官方的度量衡器需由中央頒發，72為了防止執行時發生弊
端，亦制定相關懲治的法律。然而，實際上並未嚴格的執行檢查取締，多半需仰
賴各地方自治性的規範，以致清代官民所用的度量衡器，始終未能有完全的劃
一。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同樣呈現如此的現象，以下先依序介紹清代台灣度、量、
衡，在民間實際的使用情形：
（一）度制
清代台灣所使用的長度、面積單位，除受傳統中國度量衡影響外，因曾受荷
蘭統治，亦出現「甲」
、
「張犁」等特殊的度量衡單位。此外，即便長度、面積的
命名單位相同，依測量尺的種類或使用地點，實際的量往往略有差異。

70
71
72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台北：台灣商務，1966)，頁 252-264。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265-267。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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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位與命位
度，為量長短的標準。清代台灣「度」的單位，常見的有：絲、毫、釐、分、
寸、尺、丈等（參見附表 2-1）
。其間相互關係，以尺作為基準，一絲為尺的十萬
分之一，一毫為尺的萬分之一，一釐為尺的千分之一，一分為尺的百分之一，一
寸為尺的十分之一，一丈則為十尺。另外，用在里程上，一里為一千八百尺，一
舖為一萬八千尺。73
2.種類與用途
清代台灣測量尺的種類繁多，其中在民眾日常生活中，較常接觸的包括有：
魯班尺、彩帛尺、苧仔尺、蔴布尺、裁縫尺、家內尺、京尺、文公尺、丁蘭尺、
丈量尺等。在這當中，除魯班尺多以鐵製外，其餘則多由竹木製成。長度在 1~2
尺之間最為普遍；最小的刻度以五厘目；普通則以五分目居多。74以下分別介紹
民間常使用的幾種測量尺的用途，以及其「一尺」實際的長度。
「魯班尺」，為工匠所使用，其平均一尺的長，依日本尺貫法75換算約為日
本尺九寸七分九厘九三。
「彩帛尺」
，又稱彩尺或布店尺，依魯班尺為標準而略有
增減，其長短變化與各地的商貿程度有密切的關係：商貿較繁榮的地方其一尺較
長、較蕭條的地方則一尺較短；距離商貿中心愈遠的地方，其尺度也愈縮短。如：
台北地方以台北的尺度最長（一尺約日本尺九寸二分七厘）、而宜蘭最短（八寸
七分六厘）；台中地方貨物吞吐口的鹿港其尺度最長（一尺○六厘）、葫蘆墩76最
短（九寸三分一厘）；嘉義地方的商品集散中心鹽水港街的尺度最長（九寸九分
一厘），到雲林以南（九寸六分八厘）遞減；台南地方的中心台南一尺約為（一
尺○八厘）
。以全台觀之，開發較久的都市商業基礎較穩固，故其尺度較單純統一，
而新開發地如宜蘭等地方則種類較多且差異較大。77
「苧仔尺」的用途是度量各地方苧蔴製織物，台北地方平均一尺為日本尺八
寸三分八厘；宜蘭為七寸七分七厘；鳳山八寸六分一厘。其中以宜蘭最短、鳳山
最長。
「蔴布尺」
，主要在度量黃蔴製織物時使用。其平均長台北、基隆、新莊約
日本尺七寸五分二厘、錫口78約八寸二分一厘，宜蘭六寸八分八厘、北港七寸九

73

74
75

76
77
78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899)，
頁 27-3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
日本尺貫法的一尺相當於 0.303 公尺。
（按：「尺貫法」，名稱由長度的「尺」和重量的「貫」
而來，為日本戰前通用度量衡制，1958 年廢止、1966 年後全面改用「公制」
。不過，目前傳統
式的建築中，仍可見「尺貫法」的使用。有關日本尺貫法與公制度量衡之換算，請參見附表 2-2。）
今豐原之舊稱。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今松山之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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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朴仔腳九寸四分。79
「裁縫尺」，是裁縫店所使用的尺度，有些地方亦稱為福州尺、廣東尺、泉
州尺、上海尺。平均相當於日本尺的一尺二寸二分九厘。
「家內尺」
，又稱人家尺，
80
為家庭中裁縫時所使用。平均其一尺約為日本尺一尺三分五厘。
「丈量尺」，為台灣丈量土地時所用，是丈尺、弓尺、業戶尺等的總稱。台
北地方採用魯班尺、台中地方稱京尺、劉銘傳清丈時則使用弓尺，是由清國戶部
定的營造尺衍生出。
「京尺」
，京尺又稱北京尺，製作清國官員衣服時的裁縫尺，
部分地方丈量土地時亦採用此，台北地方的吳服商亦有使用此種尺度作為裁縫
尺。其平均長度約日本尺的一尺一寸七分五厘。81
「文公尺」，建築時使用，其尺度與其他的尺不同，全長分八等分，每一等
分為一寸，八寸為一尺，上刻有「財、病、離、義、官、劫、害、本」八字。其
平均長相當於日本尺的一尺三寸九分六厘。82「丁蘭尺」，相傳為宋代人丁蘭所
創，故以此命名，另有一說為子思所創，又稱子思尺，製作方式與文公尺相似。
全長分成十等分，一等分為一寸，上刻有「丁、害、旺、苦、義、死、興、失、
財、本」，其平均一尺相當於日本的一尺二寸六厘五分。83
清代台灣，除不同用途的尺，所標示的一尺實質不同外，即便是名稱用途相
同的尺，在台灣各地也有差異。比較一尺實際量，以種類來看，最長的為文公尺，
最短的則為蔴布尺；就地方來看，北斗最長，宜蘭最短（參見附表 2-3）
。從各地
尺度實際量的比較中可發現，尺度的長短變化與各地的商貿程度有密切的關係。
商貿較繁榮、距離商貿中心愈近的地方其一尺較長；較蕭條的地方、距離商貿中
心較遠的地方則一尺較短。此外，開發較久、商業基礎較穩固的都市，其尺度較
單純統一，新開發地如宜蘭等地方則種類較多且差異較大。84
由於清代台灣民間所使用的尺度尚未標準化，因此僅能就各地狀況估算出約
略的數值。若將清末台灣所使用的一尺實際量，換算為今日所通用的公制度量
衡，數值約在 0.423 公尺到 0.208 公尺之間。事實上，即便是清初工部所制定的
營造尺，一尺換算為公制數值究竟為何，亦難有明確的數據。民國初年曾有學者
推證，亦僅能提供約略的範圍，其推算結果清代官方的一尺，換算為公制約在
0.308-0.320 公尺之間，85若依清末規定營造尺，則一尺為 0.32 公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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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81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8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83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5-42。
84
〈台灣度量衡に關する記事-各種尺度の用途及觀測成蹟〉，
《台灣日日新報》
，1898.5.12，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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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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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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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積單位與沿革
根據長度，衍生出面積的計算。清代台灣的地積制度，部分沿襲自中國大陸，
部分則由荷蘭時代延續下來，如：甲的使用。荷蘭時代，約以十畝為一甲87，此
種地積的計算方式後經鄭氏時代繼續沿用。在《淡水廳志》中，對於清初台灣地
積制度有如下的記載：
洎歸命後，悉為民業，故不以畝計，仍以甲計。按內地制：六尺為弓，積二
百四十弓為一畝；台灣以一丈二尺五寸為戈，周圍一百戈為一甲(又五甲為
一張犁，故地名有若干張犁，亦因甲稱之)。台田一甲，當內地十一畝三分
零，准二千七百一十二弓有奇。88
清初時的一甲約為十一畝三分，而除了「甲」之外，「張犁」也是台灣特殊
的地積單位，一張犁約為五甲，台灣許多地名中有「張犁」二字，即是由此而來。
89
清代雍正九年（1731），改十一畝為一甲，就新開墾的土地課稅，此後台灣畝
制與甲制並用。
1888 年台灣建省後，為增加收入，巡撫劉銘傳實施「量丈田畝、清查稅賦」，
此項工作並於光緒十四年告一段落。不過，後人對於劉銘傳清丈土地的評價並不
高，其中量丈尺度，各地長短不一，是此項工作失敗的原因之一。90雖然中國大
陸上，地積的測量採用畝制，但劉銘傳時的土地清丈工作，仍多以台灣慣用的甲
制作踏查。光緒 12 年（1886）
，劉銘傳進行台灣土地丈量工作時，曾頒布諭示：
全台田園舉辦丈量，前經按照淡水縣志，載定弓尺制度，每戈一丈二尺五
寸為准……現據宜蘭、新竹兩縣先後稟稱：該二邑丈量田畝，向以一丈三
尺五寸為一戈，與現頒之戈互相比較，每戈多加一尺之額，紳民曉曉置辨
不休……。查台灣核算田畝，有所謂每戈、每甲等名目，皆係鄭氏一時權
宜。雍正九年，特奉廷旨，台灣田園變甲為畝，係以戈數核為弓數，其弓
定制六尺，積二百四十弓為一畝……現在舉辦丈量，猶用戈、甲目者，不
過因其舊俗以計總數，為將來積算之端。至於量即陞科，仍應遵照定章，
以弓計畝……台灣田園化甲為畝，係奉旨遵行定章，斷不能仍復論戈納賦。
現在所用舊弓，尚是五弓，迨清丈之後，仍應以戈伸尺，按六尺為一弦尺，
積二百四十弓為一畝，計畝陞科。……
光緒十二年八月□給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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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
《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9。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
長一丈二尺五寸。參見：丁紹儀，《東瀛識略》(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4。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台灣銀行，1963)，頁 94。
不過有學者認為一張犁約為 2.5 甲。參見姚鶴年，〈談「甲」論「坪」
〉，
《台灣林業》第 26 卷
第 5 期(2000.10）
，頁 17。
周憲文撰；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
《清代台灣經濟史》(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01-102。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私法物權編》
（台北：台灣銀行，1963）
，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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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銘傳的諭示中，提到當時清丈土地時所與的難題，雖然將甲化為畝在雍
正九年已有規定，但民間仍慣用以甲制。因此，為了避免民間的爭議，因此清丈
土地時「猶用戈、甲」，日後陞科時則應以弓計畝，但這樣因地制宜的方式，也
導致測量結果的誤差。由於當時各地所用丈量尺不同，造成劉銘傳時的「丈量台
灣」並不確實。例如：宜蘭、基隆地方使用「魯班尺」測量，其一甲相當於日本
國內的九段92；台北、新竹地方使用「弓尺」，其一甲則相當於日本的九段七畝
廿一步餘。因此，即便經過劉銘傳所進行的土地丈量，台灣與同時期中國大陸境
內所施行的地積制度仍無法一致。
此外，澎湖島的地積計算方式，則以「栽」93為其單位，千栽約日本四畝一
坪五合，即日本的一段（反）約略等於二千五百栽。94不過，在台灣某些地方，
亦有以番薯栽種的數量作為計算面積標準的例子，如下列此份位於大坵田西堡95
的「賣盡根杜絕園契字」即為一例：
立賣盡根杜絕園契字人大坵田西堡港墘厝莊王財觀，有承祖父明買鹽埔園一
坵，受種地瓜二萬五千藤，地坐落土名蚵港底，東至蔡家園，西至黃家鹽園，
南至本家園，北至本家園，四至明白為界，年帶業主大租二八抽的。今因乏
銀費用，願將此埔園出賣，托中引就與族親王天來出首承買，三面言議時價
佛頭銀四十大元正。其銀即日同中收訖，將園踏明界址，付與天來掌管開耕，
永為己業，不敢生端異言。保此園是財承祖父之業，與別房親人等無干，亦
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為蒈，併無拖欠舊租，交加來歷不明；如有滋事不明，
財自出首抵擋，不干銀主之事。其園一賣千休，日後子孫不敢言找，亦不敢
言贖。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立賣杜盡根契字一紙，付執為
照。
其上手大契帶在別業，難以開折，批明，照。
即日同中收過契面佛頭銀四十大元完足，再照。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

日。
知見人
為中人
立賣杜盡根契人
代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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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業主蔡龍江
蔡軒明
王財觀
自筆96

日本尺貫法中，一段(反)為 9.9173 公畝，一畝為 0.9917 公畝，一歩為 0.03305 公畝，一坪為
3.3057 平方公尺。參見：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331。
或稱「種」
，澎湖、金門等地，曾以番薯的千栽、萬栽為標準，作為衡量面積的指標。每千栽
方六丈七尺五寸。參見丁紹儀，
《東瀛識略》(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4；蔡承豪，
《台灣
番薯文化誌》(台北：果實，2004)，頁 11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34-35。
位於今嘉義縣東石鄉。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私法物權編》
（台北：台灣銀行，1963）
，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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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官方規定來看，清代前期一甲約為 11.3 畝，換算為公制約為 0.6949 公
頃；清代後期則以 11 畝為一甲，換算為公制約為 0.9699 公頃。97
（二）量制
清初台灣的量制就與中國大陸不同，而有「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
升」98之說，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台灣知府楊廷理才實施新量制，以清代
官定的滿斗作為官方課徵的標準，雖然最後未真正落實，但亦可見清代官方亦試
圖統一全台的量制以利公課。99以下即對清代台灣的量制稍做介紹：
1.單位與命位
量，為計體積的標準。清代台灣量制中常見的單位有，勺、合、管、升、斗、
栳、石、硨等（參見附表 2-1）
。這些單位的相互關係。以斗作為基準，一勺為斗
的千分之一，一合為斗的百分之一，一管為斗的二十分之一，一升為斗的十分之
一，一栳為二斗五升，一斛為五斗，一石為十斗，一硨為百斗。100
2.種類與用途
清代台灣的量多用於酒、油、穀物等之計量，由台北愈往南形制愈複雜，若
依用途來分，測量糙米、糙米、白米、粟、豆類等的各有不同的量器。其名稱有
公平斗、乙未斗、公方斗、字號斗、道斗、小北斗、九五斗、九三斗。但其中有
名稱不同實質相同，亦有名稱相同但實質不同者（參見附表 2-4）。101
清代台灣所使用的量器的依容量大小來看，以一斗、五升、一升五合、二合
五勺、一合兩勺五撮等五種使用的頻率最高（參見圖一）。五升斗，僅在台北、
基隆、北港等地方使用，其他地方則以一斗以及一升以下的桝居多。一斗及五升
桝為木製大皷形，台南、打狗另又使用方錐裁頭型，一升以下則多以竹製，形狀
則不一。102

97

姚鶴年，〈談「甲」論「坪」
〉，
《台灣林業》第 26 卷第 5 期 (2000.10)，頁 21。
黃叔璥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
，頁 20。
99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
（台北：南天，1994）
，頁 74。
10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27-30。
101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5。
102
〈台灣度量衡に關する記事(續)-台北縣下に於ける量制〉
，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898.5.20，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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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清代民間所使用的量器

圖 2-2、清代民間所使用的斗式

（1）北部
台北一帶的量器以「公平斗」
、
「乙未斗」兩種為主。
「公平斗」
，以春米一百
四十斤的容積為一石。台北、基隆、水返腳、錫口、新店、景美、士林地方，糙
米及白米的測量用「乙未斗」
，又稱「新庄桝」
；而三角湧、大嵙崁及桃仔園地方
103
只有測量籾米 時使用。公平斗的一升相當於日本尺貫制的五升七合七勺四104；
乙未斗則比公平斗大上一合，約五合八升五勺。105
乙未斗名稱由來，據當時當地居民口傳，是新庄的人民在道光乙未年（1835
年，道光十五年），共同約定使用其制。該地為台北地方產米最多的地區，其原
器在日治初期調查時仍保存於新庄街媽祖宮內，石斗表面上刻有「奉憲公給老兩
平斗式」等九字。當地居民依此製作新量器時需支付十錢的烙印費。大租戶幾乎
都有自製的大斗使用，佃農因生活困苦則較少。106
宜蘭的量制僅有一種，俗稱「米斗」，與台北的公平斗為一系相承，一斗的
平均量相當於當時日本的五升八合七勺五。107
新竹一帶的量制較為複雜，新竹地方用「公方斗」
；新埔地方則用「新埔桝」
（與公方斗不同，以該地名命名之）
；中港地方用「中港桝」
；后壠、苗栗、大湖、
通宵地方則用公平斗；苑里、大甲地方則用「粟斗」、「九三斗」及「白米斗」。
新竹的公方斗，其一斗約日本尺貫制的五升八合九三，比台北的公平斗約大上一
合。而新埔桝約日本的五升九合四勺三，中港桝為五升七合一勺，與后壠地方所
使用的相當。新竹的公平斗，較台北的公平斗稍小，約春米一百三十八斤的量，
103

「籾米」
（もみごめ）
，指稻穀或稻子。
日本尺貫法中，一升為 1.8038 公升，一合為 0.18038 公升，一勺為 0.018038 公升。參見：小
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331。
105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8-49。
106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8-49。
107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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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斗約日本尺貫制的五升七合，雖然均以公平斗稱之但大小略有差異。九三斗源
自於滿斗，以滿斗的九合三為一斗，作為測量糙米與豆類用，一斗約日本的五升
八合三勺。白米斗，為測量白米時使用，通例以九三斗的九升為一斗，約日本的
五升三合六勺。粟斗，為測量籾米時使用，比九三斗大上一合。108
（2）中部
中部的量制則與北部差異甚大109。葫蘆墩與大甲等地，白米用「白米斗」來
測量，以九三斗的九升作為一斗，其他的穀類則以「九三斗」測量。大墩街的量
最小，使用的是鄭氏時期的道斗，約日本尺貫制的五升二合七勺；其白米斗通例
以道斗的八升至九升為一斗，相當於日本尺貫制的三升七合。到了彰化，其量又
漸增大，其字號斗（使用滿斗）相當於日本的六升七合四勺，白米斗為日本的五
升四合；鹿港測量籾、糙米的滿斗相當於日本的六升四合二勺，白米斗則以其八
升五合為一斗。牛馬頭110的玄百米以滿斗測量，籾米則以九三斗測量。北斗的白
米斗，為滿斗。從新竹縣沿海岸，經苑里、大甲、牛馬頭，其量制愈形膨大，到
彰化為全台第一，到鹿港北斗而又遞減。葫蘆墩到台中為全台量最小，或為歷史
因素使然，因此地與其他地方的聯繫較少。111
雲林地方測量糙米用「正米斗」
，約日本的六升二合三勺；籾則用「粟斗」，
約日本的六升二合九勺；豆類則用「豆仔，約日本的六升四合二勺；白米則用白
米斗，約日本的四升九合八勺。嘉義地方的糙米以市斗測量之，又稱「官租斗」，
約日本的五升六勺；籾的測量用粟斗，約日本的五斗八合五勺；豆的測量用豆仔
斗，約日本的五升七合八勺；白米則用白米斗，一斗約市斗的八升。其名稱與雲
林地方類似，但在量上則較少。
北港，採用「米斗」與「白米斗」兩種，白米斗約日本的四升七合，以米斗
的八升為一斗；米斗則約為日本的五升八合五勺。朴仔腳使用米斗與五穀斗兩
種，前者測量玄白米，後者測量雜穀的量。當地為落花生產量多，與糙米、雜穀
等的測量均使用當地媽祖廟的豆仔斗（約以米斗的一斗六升為一斗），使用時每
一斗約付一厘的收稅量。鹽水港的量制較朴仔腳稍大，米斗一斗約日本的六升一
合，豆仔斗約日本的六升二合五勺，白米都通例以米斗的八升為一斗，約日本的
四升八勺。當地亦設有米斗作為公斗，使用時一斗收八厘的稅。112要之，嘉義縣
下的量制分為兩派。雲林地方使用台中的滿斗系統，其他地方則使用台南的正小
108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9-51。
〈台灣度量衝に關する記事-台中縣下に於ける量制〉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898.5.21，
第 3 版。
110
牛馬頭，一般多作牛罵頭，為拍瀑拉（Papora）平埔族的社名 Gomach 之音譯。1920 年改名
為清水。
111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1-52。
11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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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統。以量來觀之，雲林的量最大，而嘉義的量最小。113
（3）南部
台南的量制，有「滿斗」與「正小北斗」（又稱府城斗）兩種114。測量籾與
豆類使用滿斗，測量玄白米使用正小北斗。一栳為二斗五升，約日本的一斗六升
零四勺。正小北斗的一斗則相當於日本的五升八合五勺。115
鳳山地方的量制與台南為相同的系統，籾以滿斗測量之；糙米則以四角斗（與
台南的正小北斗同）測量之；樹豆（一種搾油的材料）以川斗測量之，川斗的容
量與滿斗相當；阿公店與打狗地方，糙米以正道斗測量，以正小北斗的九升為一
斗。鳳山的白米以四角斗測量，以打狗正道斗的八升為一斗。116
澎湖島的量制，慣例是以春米一百四十五斤為一石，推算一斗約為日本的六
斗零六勺；白米斗以其八升為一斗，則相當於日本的四升八合八勺。117
依台灣各物產的類型，北中南各地所使用的量器大有不同，清代台灣量器的
種類，通用的有：米斗、公平斗、官定斗、兩平斗、粟斗、乙未斗、滿斗、道斗、
印號斗、九三斗、兩號斗等。其命名，有時依主要測量的物品，如：米斗、粟斗；
有時則依其容積，如：九三斗；或依定制年代，如：乙未斗；是否具官方認可，
如：公平斗、官定斗等方式制定。118將清代官方所定的營造升，換算成公升，一
升為 1.0355 公升；119但若將清代台灣民間使用的一斗換算成公制度量衡中的公
升，因各地有所差異，其數字約在 8-12 公升之間，即一升約為 0.8-1.2 公升。
（三）衡制
1.單位與命位
衡，為計重量的標準。清代台灣衡制中常見的單位有，絲、毛、釐、分、錢、
兩、斤、擔等，當中的比例關係，以兩為基準，絲為兩的十萬分之一；毛為兩的
萬分之一；釐為兩的千分之一；分為兩的百分之一；錢為兩的十分之一；一斤為
十六兩；一擔等於百斤。120

113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2-54。
〈台灣度量に關する記事(續)-台南縣下に於ける量制〉，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898.5.22，
第 5 版。
115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4。
116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5。
117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5-56。
118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量衡器調查書》(台北：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05)。
119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337。
12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27-3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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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類與用途
衡器的用途為測量重量，清代台灣的大致可分成兩類，即天秤（Balance）
與桿秤（Scale）
。其中天秤以「分銅」作為其對照的標準。清代台灣各地對不同
的物品使用不同的衡器，在名稱與單位上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天秤類包括有：庫
秤、海關秤、湘秤、廣東秤、商秤等，其分銅重量不同，所測量的物品也不同。
「庫秤」，或稱部秤為官衙所使用；「關秤」則為稅關所使用；「湘秤」為所軍部
使用；民間所使用的天秤因製作地多為廣東，故又稱「廣東秤」
；
「商秤」則作測
121
量貴重品，如藥材、貨幣等。
桿秤類則包括：米砣、北伏、加一秤、厘戥等122，種類繁多。清代台灣所使
用的桿秤中以中形木製品居多，一般一斤為十六兩，另有加○五、加一、加二、
加三、加四、加五等，另又有十四兩斤、十五兩斤、十八兩斤、北福量、米砣秤、
釐戥等。123天秤量為一斤十六兩的桿秤之總稱，加一、加二、米砣、北福等，均
以此為標準而有增減。但實際重量各地間略有差異，平均一斤約日本一百五十一
匁124，換算公制約為 0.56 公斤，日本一斤則為一百六十匁，二者之間有些許落
差。
所謂「加○五秤」
，意指一斤增加百分之五的量，平均一斤約日本一百六十三
匁五分；「加一秤」即，一斤增加百分之十的量，平均一斤約日本一百六十八匁
七分以此類推。「雙秤」則相當於天秤的兩斤，平均一斤約為日本斤的二百九十
匁。125「北福量」
，為台南專用，平均一斤約為日本斤的一百六十匁五分。
「米砣
秤」，為台南、打狗地方用，台南地方一斤約為日本斤的一百四十匁；打狗地方
一斤約為日本斤的一百五十二匁。「R 砣」126，為澎湖島專用，用來測量菁靛、
野菜、薪炭類，以標準天平秤的 112 斤為 100 斤。127「釐戥」，在福州、泉州、
廈門等地用來測量藥草、金銀，其一斤約為日本斤的一百五十八匁二分。128
清代台灣秤量樣式繁多的現象，民眾依測量物的種類選擇不同的秤量。然
而，即使測量同樣的作物，台灣各地的選擇習慣又不盡相同。舉例來說，黑砂糖
的秤重在台北使用的是加一三秤，在新竹則使用加二五秤，台中用加二秤，嘉義
用加三秤，台南用北福秤；測量生魚台北用加一秤，彰化台南用加五秤。129至於
121

〈台灣度量衡に關する記事(續)-天秤〉，
《台灣日日新報》
，1898.5.25，第 2 版。
〈台灣度量衡に關する記事(續)-天秤〉，
《台灣日日新報》
，1898.5.25，第 2 版。
123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9-63。
124
日本尺貫法中，一斤=160 匁=0.6 公斤；一匁=3.75 公克。
125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9-63。
126
在《台灣度量衡調查書》中，稱之為「パアシートー」
。
127
〈台灣度量に關する記事(續)〉
，《台灣日日新報》，1898.5.29，第 5 版。
128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9-63。
129
〈台灣度量に關する記事(續)〉
，《台灣日日新報》，1898.5.29，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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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物品如薪炭、蔬菜、豬肉、菁靛、苧麻、烟草、藥種、鹽魚乾魚等，各地
依其產量的多寡與供需量多寡，決定使用秤的種類。此外，同樣名稱的秤量實質
上卻未必相等，有時甲地的天秤是乙地的加二秤、乙地的加一秤實質上卻等於丙
地加三秤。130
綜合前述可發現，清代的衡制相較於度制與量制，複雜度又更高。依清代戶
部所制定的庫平標準，一斤約為 0.596 公斤；但實際上，在清代台灣民間所通用
的一斤並不像目前等於 0.6 公斤，甚至半斤都未必等於八兩，同樣為一斤，其範
圍約 0.533-0.814 公斤間（參見附表 2-5）。顯然，台灣現在所謂一斤等於 0.6 公
斤的台斤，並不是直接從清代所延續下來。
（四）雜然紛陳的「標準」
對於民間度量衡器的製作與使用，清代官方多半不加以干涉。但隨著社會經
濟的發展，為維持交易的公平性，自然促使人民謀求因應之道。因此，全台各地
米市、寺院等地方，多半設有母斗，作為新舊量器的標準。買賣雙方利用此母斗
秤量買賣時，需負擔些許費用，使用不正當度量衡器具者，則依照規定的罰則處
罰。131此外，各地郊商亦設有公秤、公斗、公砣等，民間亦有專門以代客秤量為
業者。這些都成為度量衡制度尚未統一前，台灣各地的「標準」。
清初台灣的量制與中國大陸不同，有「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
之說。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台灣知府楊廷理實施新量制，欲以清代官定的滿斗
作為官方課徵的標準，廢除過去從明鄭時期所慣用的舊制。133雖然最後並未真正
在民間落實，但亦可見清代官方亦試圖統一全台的努力。楊廷理所訂的石製公
栳，放置在當時台灣府治東大門外的龍山寺，其上刻有「台灣府正堂楊、乾隆戌
年置公石栳」（參見圖 2-3）。 134
132

130
131
132
133
134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64-66。
參見：王一剛，〈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制〉，
《台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1957，頁 15。
黃叔璥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
《台海使槎錄》
（台北：台灣銀行，1957）
，頁 20。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
，頁 74。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
，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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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台南石栳

圖 2-4：新竹母斗

有關各地公斗、公秤設置的情形，以下先依日治初期所做的調查略舉數例。
公斗的部分：新庄一地的公斗設置於該地媽祖宮，石斗表面上刻有「奉憲公
給老兩平斗式」九字，當地居民依此製作新量器時需支付十錢的烙印費135。宜蘭
聖王廟的公斗，依道光元年（1821）分府姚瑩所頒布的石斗所製作，當地居民依
此製作新量器時，每十二個需支付一圓，即一個約八錢三厘的烙印費。136新竹的
公斗，放置於當地媽祖廟，表面上刻有「奉憲示禁」四字，供該地米商作為標準，
以之為標準製作新斗時，每個需付四錢的檢查費，合格後烙上「公方」二字137。
雲林地方，
「豆仔斗」的公斗置於永福寺，
「正米斗」的公斗則置於媽祖宮由住持
保管，買賣交易時帶往使用，一斗徵收一厘。138鳳山地區的四角斗，製作新器時
需在該地五谷王廟檢查，每個需付費用五十錢。139澎湖的公斗則設於當地媽祖
廟，主要在測量落花生時使用，每斗需付兩厘的費用，所得作為補貼該地文石書
院所需經費。140
公秤部分：新庄的公秤，主要用來秤量柚子、橘子、柿子、龍眼等水果，秤
一擔龍眼需付一錢二厘；其他則為八厘。大甲的公秤，分為秤量薪、炭、茅草等
三種，炭的秤量，買賣雙方各需負擔四厘、薪及茅草則各二厘。彰化地方公秤有
三個，兩個在城內的市場中，其中一個曾被楊吉臣占為己有，後來由大道公廟保
管；另一個則由北門中街的李錐（被稱為秤量公人）保管，用來秤量薪炭、茅草、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8-4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49-51。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2-54。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5。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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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筍等，秤量薪及茅草，每百斤需付四厘，炭則為一錢六厘、生筍一錢二厘。雲
林的公秤則由當地媽祖廟保管，作為砂糖、炭、油等的測量工具，每百斤皆須負
擔一錢六厘。鹽水港的公秤該地伽人廟與媽祖廟各有一個，伽人廟的公秤，用來
秤量炭、蔥、荖葉（檳榔葉）、鹽菜等，炭百斤付八厘，其他則為一錢二厘；媽
祖廟的公秤則用來秤量：白蘿蔔、瓜、蕃薯、麻繩等，每百斤付六厘，收取的費
用做為爐主祭祀時經費的補充。141
由上可知，台灣各地的公斗、公秤，多半放置於當地的信仰中心，或由民眾
信任的秤量公人保管。此外，郊商的公所內，亦備有公秤、公斗、公砣等，作為
交易秤量時的標準，統稱為「公覆」。142時至今日，台灣部分年代稍久的寺廟，
仍保存有公斗、公秤。
其中又以石製的公砣、母斗等保存較完善，而較常見。如：屏東里港的「雙
慈宮」
，即保存有數個清代遺留下來的石砣，並立有嘉慶年間保留下來的告示碑，
說明此公砣設置的緣由。碑文中寫到：
署福建臺灣府鳳山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吳 為較定公糧，通商利民，
曉示永遠遵行事。照得生理交易，全憑公道，價有長落，糧須畫一。近據
港西上里歲貢生林輝璜等僉名呈稱：
「里內各庄糖廍與糖郊交關，向有公糧。
近因阿里港街郊商郭添福等將糧加重，以致廍糖壅積，買賣不通」等情；并
據糖郊李勝興等呈稱：「原有公定駝為準；邇來各廍取巧，私設輕糧，參
差不齊，互相爭較」各等情，赴縣呈控。本署縣查糖廍與糖郊每年交關買賣
不小，如彼此畸重畸輕，勢必紛爭不已，殊屬病商病民。茲乘清庄，順途到
境，吊視各庄廍糧比較天平，參差不一。訊據庄廍稱：「向以天平壹百貳拾
伍觔為糖糧壹百觔」；復據糖廍稱：『向以天平壹百參拾伍觔為糖糧壹百觔」
各等語。二比嘵嘵爭執。本署縣秉公斷定：嗣後以天平壹百貳拾玖觔作為糖
糧壹百觔。各據允服具遵。除將從前郊、廍新舊天平糧駝概行毀銷，當場較
定天平公糧石駝永遠遵行外，合再示諭。為此，示仰糖郊、糖廍各人等知悉：
爾等嗣後交易，總以本署縣較定天平壹百貳拾玖觔為糖廍壹百觔公糧石駝為
準；仍准勒石以杜弊端，不許再行畸重畸輕。倘有故違滋弊，一經告發，除
罰銀壹千元充作地方公用外，仍究舞弊抗違之罪。至於糖廍佃戶輸納業主糖
租，又與糖郊交易不同，并酌定以較準天平石駝壹百貳拾柒觔為壹百觔交納
，彼此不得爭較。各宜永遠遵行，慎毋違忽！特示。
嘉慶十九年十二月□日給143
141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67-68。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商事編》
（台北：台灣銀行，1961）
，頁 12。
143
〈署鳳山縣正堂吳立碑〉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灣銀行，1966)，頁 443-444。
（內容筆者依碑文原文稍作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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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十九年（1814 年），阿里港144地方因糖廍與糖郊對公糧標準的看法不
一，因而告上官府。最後官方採用比雙方平均數略小的一百二十九斛145，作為新
公糧的標準，化解此問題。雙慈宮是當地歷史最悠久的媽祖廟，清乾隆年間
（1735-1795）
，鳳山縣曾在廟內設分支衙門，辦理地方民政，故將公砣設置於此，
並立碑告示（參見圖 2-5、2-6）。有此可知，官方對於民間的度量衡器，雖大多
採放任態度，但若民間發生糾紛乃至告上官府，官方仍會適度介入。

圖 2-5：石砣
說

圖 2-6：署鳳山縣正堂吳立

明：清嘉慶十九年（1814），阿里港地方因糖廍與糖郊，發生衡量出入之爭端，
故官府設立公糧以為標準，並立碑特示。

此外，《台灣慣習記事》中，曾刊登〈管公量的〉146一文，介紹台灣的特殊
行業「管公量的」。此行業專門在市場或碼頭出租度量衡器，或者代客秤重、度
量以收取酬金。無論是各地設置的公斗、公秤，或者民間的秤量公人，均是清代
台灣維持地方上度量衡公平性的重要機制。

144
145
146

今屏東縣里港之舊稱。
斛，又作觔。一斛為五斗。有關清代台灣度量衡的單位與命位，請參見附表 2-1。
台灣慣習研究會編，
《台灣慣習記事》6 卷 7 號 (台北：台灣慣習研究會，1906 )，頁 629；台
灣省文獻會，《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6 卷 7 號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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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的度量衡
清代的台灣原住民，亦有其獨特的度量方式，各族群度量方式也不盡相同。
一部分為其傳統之度量方式，另一方面，則因與漢人接觸而受其影響。但基本上
來說，利用手、足以及竹筒容器等，是原住民社會較常見的幾種計量方式。147
（一）泰雅族(Atayal)：
在泰雅族的傳統社會中並無度、量、衡及容積的計算方式。以豬隻的買賣為
例，他們是以小豬頭到尾巴間的長度，以及胖瘦的程度來評定其價格。米、粟則
是以把數來計算。148
（二）賽夏族(Saisiat)：
測量長度時，以手指、手、及腳趾三種作為測量；計算米穀，則是以手以及
藤製的帽子來測量；重量方面則無測量的方法。149
（三）布農族(Bunun)：
重量的計算單位稱テグテグ。一隻手能支撐的重量為マクテツケン；兩隻手
能負荷的重量為マケルシヤ。150
（四）鄒族(Tsou)：
以指與手測量長度；測量穀物則使用藤製器，稱トウンマ，或以粟米的穗一
握為一束，以一束、二束做計算；衡器之使用則未知。151
（五）魯凱族(Rukai)及排灣族(Paiwan)：
魯凱族與排灣族，由於與漢人接觸頻繁，因此在經濟思想方面深受漢人影
響。與漢人交易布匹時，有三種基準，即：
（1）兩手平張，兩手指極之長152（2）
單手平舉，指極到胸口中央之長153（3）拇指到中指之間的距離的手指尺等。154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1。
藤崎濟之助，
《台灣の蕃族》(台北：國史刊行會，1930)(台北：南天複刻，1988)，頁 145。
藤崎濟之助，
《台灣の蕃族》
，頁 145。
藤崎濟之助，
《台灣の蕃族》
，頁 146；到日治時期，布農族稱一貫匁為一テグテグ；二貫匁
為二テグテグ。
藤崎濟之助，
《台灣の蕃族》
，頁 146。
稱指極尺。
稱半指極尺。
伊能嘉矩，
〈台灣土蕃の數の觀念〉
，
《東京學會雜誌》(東京：東京人類學會，1907)，頁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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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卑南族(Puyuma)：
卑南族因受漢人影響，與漢人相同，度的部分有一尺、五寸、一丈；量的部
分有一合、一升、一斗等單位。尺度方面，則同樣用指極尺、半指極尺、手指尺
等方式測量。155
（七）阿美族(Amis)：
測量瓶中液體以一指、二指計算。比較物的大小時，以指程、腕程、肢程、
胴程，若比指大時以合二指來表示。156後受漢人影響，在買賣時亦使用漢人視的
度量衡單位，此外亦使用指極尺、半指極尺、手指尺等方式測量。
綜合來說，台灣原住民的度量衡，身體的尺度為其主要的度量方式，各族受
漢人影響的程度則不一。測量長度時，通常以指或手為標準，測量短物時，利用
張開拇指、食指、中指等方式，測量長物則伸開兩手測量。計算籾、粟時則以一
把、二把來計算，以拇指與食指環繞作物的莖為一把；若是小孩的話，則以拇指
與中指環繞為一把。穀粒或食鹽的計算則用「碗」，稱一ビヤト、二ビヤト157。
家畜的買賣，則以頭尾間的長度及胖瘦來決定。158

三、開港通商後的度量衡
（一）背景：
英法聯軍後，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及其所附通商章程，將海關行政權由外
國人所掌握。為因應清國度量衡紛雜的情況而有「海關權度」的出現，其折合換
算的方式可分為五類，即：英、法、德制、粵海關標準，以及奏定劃一標準。159
在 1858 年的通商條約中，規定的海關兩換算後約 37.8 公克。160至於其他單
位的換算，以商貿中最常使用的長度與重量的測量為例：

155

伊能嘉矩，
〈台灣土蕃の數の觀念〉
，頁 376-377。
藤崎濟之助，
《台灣の蕃族》
，頁 146。
157
ビヤト，即碗之意。
158
森丑之助，
《台灣蕃族志》(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7) (台北：南天，1979 複刻）
，
頁 336。
159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273。
160
〈台灣度量衡に關する記事(續)-天秤〉，
《台灣日日新報》
，1898.5.25，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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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一擔161(即一百斤)，換算英制為 133 又 1/3 磅；162一丈(十尺)，換
算為英制為 141 英寸。163當時使用英制的國家有英、美、丹麥、比利時等國。
「法制」，一擔換算法制為 60 公斤又 453 公克；164一丈，換算為法制為 3
公尺又 55 公分。165當時使用法制的有法國與義大利。
「德制」
，一擔換算德制為 120（Plimd）27（Lot）1（Qnent）8（Zent）
；一
丈，換算德制為 11（Fusz）3（Zoll），以德意志地區與奧地利等國使用之。
「粵海關定式」則由清國海關發給瑞典、挪威等國在各口岸的領事官，丈、
尺、秤、碼各一副。另外，清國並擬劃定度量衡標準，並計畫先在各通商口岸試
辦。166
（二）清代台灣的海關權度
1860 年代，清廷相繼開放台灣淡水、雞籠、打狗、安平等港口作為通商口
岸通商。台灣淡水、打狗設立海關後，分別在 1865、1864 開始有貿易統計。美
籍的淡水海關 H.B.Morse 與英籍的 P.H.S Montgomery，分別在其 1882-1891 年淡
水海關報告書與台南海關報告書167中，紀錄兩地的貿易狀況。由於二者的國籍使
然，二者所使用的單位尺度，多是以英制的海關權度。在紀錄中，重量方面多以
清國的「擔」作為基本單位；面積單位方面則使用英畝；容量則使用加侖。基本
上，歷年海關資料中商品重量則多採中國單位。168
此外，在 1860-1895 年間，台灣的領事報告，除美國由其駐廈門領事兼理台
灣業務外，其他各國的業務均委託英國在台領事辦理。與海關資料不同的地方在
於，英國領事商務報告中所用的度量衡單位則多折算成英國制。169開港通商後，
西方式度量衡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程度又是如何？根據日治初期的調查，台人與洋
商在貿易時，斤量的計算，一百磅換算約為七十五斤。170但清代開港後，洋人與
台人間的貿易，使用的究竟使怎樣的度量方式？西式的度量衡是否因此影響當時
的台灣社會？這部份則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161

在海關資料中，擔、斤、兩分別被譯為：picul、catty、tael。
（參見：陳詩啟、孫修福主編，
《中
國近代海關常用詞語英漢對照寶典》(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2)，頁 683）
162
1 英鎊=453.59 公克；換算為公制約為 60.453 公斤。
163
英吋（inch）
，清代譯為「因制」，1 英吋=2.54 公分；換算為公制約為 358.14 公分。
164
清代，將公斤（kg）譯為「吉羅葛稜麼」
；公克（g）譯為「葛稜麼」
。
165
清代，將公尺（m）譯為「邁當」；公分（cm）譯為「密理邁當」
。
166
吳洛，
《中國度量衡史》
，頁 273。
167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經濟史六集》(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85-132。
168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台北：中硏院台灣史硏究所籌備
處，1997)，頁 xi。
169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頁 xi。
170
〈本島度量衡制度施設の要領(中) 制度改正の影響〉，
《台灣日日新報》
，1899.09.01，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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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清代的度量衡政策，除了在賦課時會對度量衡強制要求外，其餘
多半放任民間自理。由於當時台灣海陸交通阻隔，因此尚未形成全島貫通的大市
場，因此貿易僅侷限在小地方，呈現各地割據的態勢，這也是度量衡制度遲遲未
能統一的主要原因。171
由於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名稱與種類均相當的複雜，使得民間在契約上通常
需要明確地標示所使用的度量衡器，以避免日後爭議。如：
立給墾批業主張振萬，有佃王文光自備工本前來認領墾耕餘慶莊埔地，配
丈二甲五分，初年每甲納租粟四石，次年每甲納租粟六石，三年以下每甲
納租粟八石，以官較滿斗，量交租粟，務要晒乾風淨完納，永為定例……
今欲有憑，立給墾批一紙付照。
批明：丈量以魯班尺一丈五尺為一戈，批照。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

日。
管事
立給墾批業主

張奕勝
張振萬172

在此份乾隆 32 年（1767 年）的墾批中，業主張振萬為了避免日後與佃人在
納租有所爭議，在契約中明定度量租粟時使用的斗式應為滿斗，另外土地丈量時
則使用魯班尺。這樣的契約訂定方式，在清代屢見不鮮，在度量衡制度未標準一
致前，民眾必須用此種方式，保護自身的權益。
那麼，到底該如何換算清代台灣的度量衡單位呢？若依清代官方規定，將營
造尺度換算成公制，則一尺約為 0.32 公尺；一升約為 1.0355 公升；一斤約為 0.596
公斤；清代前期一甲約為 11.3 畝，換算為公制約為 0.6949 公頃；清代後期以 11
畝為一甲，換算為公制約為 0.9699 公頃。不過，若根據日治初期的舊慣調查，
台灣的各地實際上度量衡則並非如此。以尺、斗、斤等基本單位為例，清代台灣
民間使用的一尺數值範圍約在 0.208-0.423 公尺之間；一升換算成公制度量衡中
的公升，約為 0.8-1.2 公升；所謂的一斤實際量則在 0.533-0.814 公斤之間。
透過了解清代台灣民間度量衡實際使用的情形，可以發現，今天台灣各地一
台斤均等於 0.6 公斤，是 1906 年度量衡全面統一後才有的現象。在此之前，清
代台灣各地斤兩數差異甚大，「半斤八兩」一詞事實上並不適用於全台灣。至於
中國「市用制」中一斤等於 0.5 公斤的現象，則確立於 1928 年，當時國民政府
在制定度量衡制度時，為避免直接改採公制度量衡造成民眾的心理上的抗拒，故
171
172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
（台北：南天，1994）
，頁 78。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1963)，頁 77。
43

在公制度量衡外，另設計市用制。當時設計時，考量須與公制度量衡有簡單比率，
且符合民間使用習慣，故以 0.5 公斤為一市斤，16 兩為一斤。173在近代化的過程
中，由於台灣與中國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造成二者間的差異。
台灣度量衡制度未能統一的現象，一直持續到日本統治時代。1895 年，根
據《馬關條約》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成為日本外地統治的原點，在日本化的
同時，也開始了台灣的近代化。此後，台灣的度量衡制度，先是走向日本化、再
向國際化邁進，初期先是改為與日本相同的尺貫法，完成全台性的統一，1920
年代後並致力轉化為國際通用的公制度量衡，相關內容將在以下三章中敘述。

173

最初制定時，曾希望以 10 兩為一斤，以貫徹十進位制，但後來因為市用制本是為了過渡期所
設計，因此最後仍以 16 兩為一斤。
（參見吳洛，《中國度量衡史》，頁 33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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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督府與度量衡的制度化
1895 年 6 月 17 日，台灣總督府正式在台北宣布「始政」。同年 9 月，民政
局長官水野遵隨即提出，應在台灣實施與日本國內相同之度量衡制度。174在日本
統治台灣的半世紀裡，執掌度量衡事務的主管機關經過多次異動，基本上前 40
年隸屬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掌管，到了 1942 年 6 月則改由專賣局接管。本章的內
容將略述：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度量衡中央職掌機關的沿革、頒布的相關法規，
並論述度量衡事業改為專賣的經過與其原因。

第一節 中央執掌機關
一、機關沿革
掌管度量衡事務的主管機構，除了受總督府本身行政異動的影響而變化外，
受本身業務調整也有多次的更動。
（一）主管機構
1.民政局/部殖產局時期（1895-1942.6）
1895 年，日本接收台灣之際，首先在總督府之下設置民政、陸軍、海軍三
局，在民政局底下再分成內務、外務、殖產、財務、學務、通信、司法七部。在
全台平定前，尚有一次異動，雖仍分成民政、陸軍、海軍三局，但將民政局的業
務精簡化，改設內務、殖產、財務及學務四部。1896 年平定台灣各地的反抗事
件後，同年四月開始實施民政，又將民政局分為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
學務及通信等七部。175 1897 年，除原有的民政、陸軍、海軍三局外，又增設財
務局。1761898 年旋即有廢止財務局，並將民政局改為民政部，設民政長官，目
的在使組織簡化，至此總督府的民政基礎才正式確立。1901 年，總督府在民政
部內設置警察本署、總務、財務、通信、殖產以及土木工局。
主管度量衡事業的機關，領台之初首先由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負責，1896
年後為了近行更細緻的調查，故在總督府民政局之下設立「度量衡事務所」，主
要任務為調查台灣各地度量衡狀況。1771898 年 3 月，台灣度量衡舊慣調查大致
174

陳錦榮編譯、水野遵著，
〈台灣行政一斑〉
，收於洪敏麟編，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台中：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頁 127-201。
175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台北：成文，1985)，頁 231-232。
176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頁 271。
177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6)，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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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原先的「度量衡事務所」改制為「度量衡調查所」
，掌管度量衡制度的落
178
實與相關事務。 1901 年 4 月總督府發布《台灣度量衡司檢所官制》
，設置「度
量衡司檢所」，5 月開始負責相關事務，以落實《度量衡條例》的實施，對度量
衡器的製作與販賣者進行審核。度量衡司檢所的人員配置，包括：所長 1 人，技
手 1 人，技手書記 7 人，共 9 人。當時並與總督府交涉，為使度量衡器迅速普及，
並可使一般民眾以低廉的價格購得，故計畫度量衡器販賣者，將與日本國內相同
可享免稅的福利。並安排警察練習所甲科生179，前往度量衡司檢所陳列室，並安
排山田技師為他們介紹度量衡器，180後因總督府官制改正，同年度量衡司檢所廢
止，相關事務改由民政部殖產局權度課掌管，1811918 年權度課廢止，相關業務
併入商工課。182
1921 年，將度量衡業務由商工課獨立出來，設有「度量衡所」直屬殖產局，
掌管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販賣以及取締等事務。183其下設有：庶務系、檢定
系以及作業系，庶務系的任務為處理度量衡器與計量器特許相關事務，度量衡器
官賣事務、文書人事及統計相關事務等；檢定系則負責保管檢定原器、度量衡器
竝計量器取締事項；作業系則擔當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設計調查、工廠經營
及職工監督等工作。184
1942 年 6 月 24 日，依敕令第 589 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官制改正》，將度
量衡事務交由專賣局移管。以下將說明 1942 年，度量衡事業併入專賣的經過與
原因。
2.專賣時期（1942.7-1945）
日本在台灣實施專賣的歷史甚早，1897 年即開始實施鴉片專賣，由製藥所
經營。以後逐漸擴大，鹽及樟腦亦列入專賣範圍，並另設鹽務局、樟腦局，至
1901 年，始成立統一專賣機關。綜觀日治五十年，專賣品先後包括有鴉片、鹽、
樟腦、煙草、酒、無水酒精、火柴、度量衡（器）及石油、無水酒精、苦汁185等；

178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8)，頁
204-205。
179
台灣總督府設有巡查教習所，分任警察教育事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的警察部分，分甲
科、特別乙科和乙科。甲科訓練警部練習生，教育年限為一年；特別乙科訓練巡查部長練習
生，教育期限為三個月；乙科訓練甲種巡查練習生，教育年限為六個月。
180
〈度量衡器司檢所の設置〉，《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01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
181
台灣總督府編，
《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1)，頁 218。
182
〈三課の新設 調査 水産、社寺課 統計課權度課併合〉，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18 年
6 月 7 日，第 2 版。
183
〈獨立した度量衡所殖産局に直屬〉
，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1 年 8 月 5 日，第 2 版；
〈獨
立した度量衡所〉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21 年 8 月 07 日，第 2 版。
184
〈殖產局度量衡所事務分掌規程〉，大正 10 年（1921）8 月，訓令百三十七號。
185
「苦汁」又稱「滷水」
，是指在製作鹽的過程中，所剩餘富含礦物質的粉末或液體。可作為食
品添加物，如：製作豆腐時的凝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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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分支機構有十一分局、八辦事處、六工廠（其他由分局兼辦之工場未列入）、
三實驗場、一度量衡所，職工約六千餘人。戰後，台灣專賣事業由專賣局辦理，
專賣物品除鴉片早由中央命令禁止外，鹽則由當時台灣省鹽務局辦理，至於酒精
與汽油因戰後已無專賣之需要，僅將樟腦、火柴、酒精、煙草、度量衡器等，交
由專賣局辦理。186
度量衡併入專賣則始於 1942 年 6 月 24 日，依敕令第 589 號《台灣總督府專
賣局官制改正》，將度量衡事務交由專賣局移管，相較於其他專賣物品，如：鴉
片、樟腦、食鹽、煙草、酒等，時間要晚得多。
在度量衡併入專賣事業的同時，總督府亦實施燐寸（火柴）專賣，二者在當
時被稱為「新專賣」
。1942 年 7 月 1 日，專賣局木原局長與其他相關官員，前往
台灣神社參拜、舉行新專賣實施奉告祭，而後並於專賣局會議室，舉辦新專賣實
施紀念式。187不過，併入專賣局後的度量衡所，並未成立獨立的一課，而是隸屬
在總務課之下，其工作包括有：度量衡器與計量器的製造、修理、購買、保管、
販賣、取締等。188
過去學者在討論專賣事業時，往往以度量衡專賣時間較晚、影響不大，故略
而不提。189度量衡所轉由專賣局管理的原因，當時的新聞報導則僅以配合總督府
行政機關異動作為說明。190度量衡業務的轉移，似乎並未引起太大的關注。但究
竟是什麼原因，讓當時總督府有如此的決定？
當時由台灣專賣協會所發行的《台灣の專賣》，在其第二十一卷七月號中則
特別製作了「燐寸•度量衡專賣特輯號」。時人山田益彥並作小詩，慶祝新專賣的
實施。191該期刊登了當時專賣局庶務課長佐治孝德與度量衡所長桑山寅三的文
章，透過兩人對「新專賣事業」的看法，或許有助於理解度量衡業務轉移的原因。
在佐治課長的〈燐寸竝度量衡專賣實施に就て〉一文中提到，度量衡器由過
去是由官方出售，其性質與專賣相近，此外考量取締上的便利性，因此將度量衡
所改由專賣局管理。

186

專賣局，〈台灣光復後之專賣事業〉
，《台灣銀行季刊》創刊號（1947.6）
，頁 216。
〈新專賣實施紀念式訓示〉，《台灣の專賣》第 21 卷 7 月號（1942.7）
，頁 2-3。
188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分課規程〉
，昭和 17 年（1942）7 月，訓令第八十二號。
189
周憲文，〈日據時代台灣之專賣事業〉
，《台灣銀行季刊》第 9 期第 1 卷（1957.6）
，頁 11-32。
190
〈度量衡所けふ移管殖產局より專賣局へ〉
，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42 年 6 月 25 日，
第 1 版夕刊。
191
〈祝新專賣實施〉
，
《台灣の專賣》第 21 卷 7 月號（1942.7）
，頁 1。其中寫到：
「度量衡專賣移
管に就て 物皆をはかる度量衡は、やがてまた人の心もをはかるなりけり はかる身が、ま
たはからるゝ世の常に、正しかるべき器こそ願へ。」
（度量衡改歸專賣。衡量萬物的度量衡，
不久也可衡量人心。量測的度量衡，也衡量世間的常情，希望達到只有正確的度量衡器。）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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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山所長的〈度量衡所移管に際して〉一文中，除了介紹度量衡所的沿革之
外，並說明當時的度量衡事業的概況以及度量衡行政的重要性，有助於了解 1942
年，度量衡業務移管的背景，他提到：1941 年度量衡所的收入有一百三十五萬
餘，較 1924 年增加了 36.4％左右。販賣營業特許者中有 122 位度量衡器特許者、
計量器一級販賣者有 7 名、二級販賣者有 193 名，相當每郡至少一人，不過大部
分為兼業者。受到戰時物資統制強化的影響，使得度量衡器材料的取得相當困
難。雖政府設立「台灣精機工業株式會社」統一材料的輸入，並在新竹設立「台
灣高級硝子（玻璃）會社」，但仍無法克服原物料供給不足的問題。度量衡所由
原先附屬一般監督官廳（殖產局）
，改為以製作為主的事業官廳（專賣局）
，或許
要助於未來生產的充實。
在文中，所長桑山寅三並重申度量衡行政中，檢定取締度量衡器、計量器，
使其正確無誤，是維持經濟生活安定的根本。然而在台灣外界卻常將度量衡所視
為度量衡器製造所，而無視其重要性。此外，其他專賣事業，大多逐漸由過去財
政專賣轉為公益專賣的性質，度量衡專賣也將增添公益性質。192
綜合當時兩位官員的說法，度量衡所在 1942 年從殖產局轉移專賣局，原因
大抵有三，即：1.度量衡器的官賣性質，原本即與專賣相似；2.為了加強不正度
量衡器與計量器的取締；3.在物資缺乏時期，使度量衡器的製作更加順利。193此
外，二次大戰後期殖產局的廢止，亦是可能原因。
日治時代總督府專賣局總計在台北、台南、台中三座度量衡廠，不過在二戰
期間均受戰火波及，台北廠全部毀損，台中及台南廠則僅有一部分毀損，但機器
零碎、製作方面停擺。194
順帶一提，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亦維持度量衡器專賣。接收之初，度量衡
業務屬專賣局總務科權責，1946 年專賣局組織調整後，設有度量衡科綜理業務。
1947 年，配合專業公司的成立，度量衡移交工礦處接管，度量衡器的專造專賣
制同時廢除，改交由民間製作，結束自日治以來度量衡的專賣。195

192

〈度量衡所移管に際して〉
，《台灣の專賣》第 21 卷 7 月號（1942.7）
，頁 13-15。
在戰時體制下，對軍需物資的迫切需求，壓迫到民生物資的供應，故自 1939 年起，台灣
總督府針對鋼鐵、皮革、舊銅、鐵屑、絲、肥料實施配給制。
194
專賣局，〈台灣光復後之專賣事業〉
，《台灣銀行季刊》創刊號（1947.6）
，頁 225。
195
顏清梅，〈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省專賣局（1945-1947）－以《民報》為中心的觀察〉
，《台灣
文獻》（2006.12）
，頁 39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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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度量衡機關沿革，茲整理為下表 3-1：
表 3-1：1895-1945 年度量衡機關的沿革
年度

隸屬單位

機關名稱

1896

（M29）

民政局殖產部

1897

（M30）

民政局

度量衡事務所

1898

（M31）

民政部殖產課

度量衡調查所

1901

（M34）

民政部殖產局

度量衡司檢所

1901

（M34）

民政部殖產局

權度課

1918

（T 7）

民政部殖產局

商工課

1921

（T10）

民政部殖產局

度量衡所

1942

（S17）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度量衡所

（二）從權度課到度量衡所
在 1942 年度量衡所併入專賣局前，度量衡事業大抵隸屬於總督府民政局殖
產局之下。雖然說掌管度量衡的主管機關，有過 8 次以上的異動，但其辦公的地
點，自 1897 起即在當時台北州台北市文武町一町目三番地，也就是今總統府右
前方處。該塊土地在 1896-1898 年間陸續購自林本源家族，建築物則自 1897 年 4
月起陸續興建，主要建築物的建材為磚塊與石材，最初其地坪約 85 坪，196建築
形式採西洋式巴洛克風格，與象徵權威的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官邸、民政長官
官邸等重要官廳，一同位居在當時台北城中心至東南的空間當中。197
不過，這棟使用近 50 年的建築物，現今僅能透過舊照片一窺其原先的樣貌。
原因是，在 1945 年 5 月 31 日的「台北大空襲」198中，度量衡所已被炸毀損，戰
後殘蹟被移除，該地一度曾為三軍球場，現在則作為介於總統府與北一女間的停
車場。

196

〈度量衡所〉，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931.1.1，11252-2-29。
黃俊銘，《總督府物語》(台北：向日葵文化，2004)，頁 34。
198
台北大空襲發生於 1945 年 5 月 31 日，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在台北最大規模空中攻擊。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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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度量衡所

圖 3-2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度量衡所舊址今貌
（圓圈為筆者所加）

圖 3-3

1905 年權度課分室位置圖（圖左方的「體育俱樂部」處為日後台灣總督府所在位置，
（圓圈為筆者所加）

圖 3-3

1932 年度量衡所位置圖（圓圈為筆者所加）
50

1900-1915 年之間，台灣士紳吳德功（1850-1924）、來自中國施景琛
（1873-1955）、邱文鸞等人，都曾經分別參觀過度量衡所的前身：「度量衡調查
所」、「權度課」，透過他們的日記，或許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1900 年初，總督府邀請全台士紳集會台北，以「揚文會」為名，標榜「集
合台灣科舉俊秀之學士，徵求其平生所撰議論性文章，作為治台資料，並藉以振
興文運而馴至同化。」邀請廩生以上功名者，於三月十五日在淡水館召開會議，
會後招待與會者參觀台北各重要官廳、學校、醫院等機關和設施，該期共有七十
二人出席。199彰化人吳德功及為當時的成員之一，北上參加「揚文會」的行程中
被安排參觀了當時的「度量衡調查所」。吳德功在 1900 年 3 月 20 日的日記中即
提到：
午後二時，細雨如織。吉野君引觀度量衡調查所。度有銅天尺、魯班尺、本
島與西洋諸尺皆備。量有銅斗，兩旁有耳，升合亦皆銅器。木斗方圓皆有，
本島各縣之斗都備。衡有天平，雖一毛置之，其機自然浮沈也。西洋諸衡連
本島各縣諸衡，無所不備也。舌人各隨物演說明白，退出。200
從其描述中，除了可知當時度量衡司檢所中，備有日式、西式與台灣傳統度
量衡器外，另一方面從「舌人各隨物演說明白」一說可推測，對外推廣、宣導應
是司檢所經常性的業務。
1911 年 2 月，來自中國的施景琛到台灣調查實業，過程中也同時參觀了當
時掌管度量衡事業的權度課。201施景琛，福建省長樂縣人，於清代曾中過秀才，
後因 1898 年後廢科舉，而致力於地方事業。1903 年，以觀察員身份赴日本大阪
參觀世界博覽會，後又兩次赴日本考察。1912 年加入同盟會，同年 2 月奉制軍
松鶴齡之命，赴臺灣考察調查實業。後將其參觀記錄加以整理，撰成《鯤瀛曰記》
。
1949 年來臺，1955 年病逝於臺灣，享年 82 歲，著有《石鼓集》
、
《鯤瀛集》
、
《鯤
瀛續集》等。施景琛在其日記中，記載了參觀當時總督府殖產局權度課的經過與
感想：
二時，過權度課。課長先出度量衡調查圖，口講指畫，不憚其煩。旋由技師
出示各種元器。其器為精銅所製，珍藏鐵櫃。設櫃之地，用塞門德土堅築，
毫不震動。天秤室陳列天秤多種，有購自西洋者。製尺室用銅尺鑲入機器，
鏤成分寸，以顯微鏡窺之，大如齒輪。至於所製升斗，製畢應送入試驗室試
199
200

201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硏究》（台北：正中，1992）
，頁 65-66。
吳德功，〈觀光日記〉
，收於池志澂等撰；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輯，《台灣遊記》（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頁 32。
池志澂等撰；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輯，《台灣遊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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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能否合法。試驗之法，先以小米儲為一斗，又將斗中所儲之米翻入木製
葫蘆瓶，比較尺度相合，即知斗量不差。尺之種類甚多，或竹、或木、或鐵、
或皮，無不備具。聞台灣自改良度量衡以來，政府所售各器已值一百二十萬。
現每年尚可售十萬左右。銅製各器，皆由東京製造。木製各器，或由台灣製
造。此調查權度局之大略也。202
從其記載中，可發現當時權度課相當重視度量衡器的陳列與展示，或有藉此
作宣傳之意，另一方也展現度量衡器在改由官賣之後，有助於當時政府的財政收
入。
1915 年 12 月，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的學生來台旅行，其中邱文鸞、劉範
徵、謝鳴珂等人的參訪紀錄，而後被合刊為《台灣旅行記》一書，其中也提到了
對日本政府度量衡事業的觀感：
申刻，至權度課，為檢查度量衡及總發行之所也。據云：台灣往時權衡至不
一律，與中國同；爭端時起。歸日後改用日本權衡，舊有權衡皆廢無存，爭
端遏絕；此權衡一統之效也。蓋爭端起於不平，平則無爭；此自然之理。吾
國權衡至為複雜，甚至因地不同、因人不同；不但常啟釁爭，工商亦諸多不
便。有政治之責者，當亟亟改良而使之統一也。內有檢定度量器、檢查比重
器、檢查寒暖器。度量標準器以力克拉(金屬)合白鋼鐵為之，蓋此為金屬中
最小之脹縮力故也；極貴重，不能誤差毫末。嘗置於金匱中，匱下丈之深處
皆以洋灰築之；雖地震，亦不受動。此課年可出十七、八萬元。203
相較於當時的中國，日本在台灣推行度量衡制度統一，從真正全面推動算
起，時間上約早了 30 多年。2041915 年邱文鸞等人來台時，當時台灣度量衡制度
化的工作已大致完成，無怪乎他會希望當時中國的主政者能積極推動度量衡制度
統一，避免交易上的爭議等。
綜合三人在日記中對「度量衡調查所」
、
「權度課」的記載，吳德功、施景琛
先後對「度量衡調查所」
、
「權度課」的描述比較一般，大抵是對所見器物的記載；
邱文鸞則加入了個人的觀感，比較台灣與中國因度量衡統一與否所產生的差異。
從他們的記載中可發現，由於度量衡標準化是日治時代的重點工作項目，因此度
量衡機構也常被作為「展示」的場合。因此機構內備有展示室，作為對外解說宣
傳之用，其中陳列有傳統中國式、日式以及西洋式的度量衡器，甚至在官方還未
強制檢定「計量器」之前，當時的權度課亦已添購相關設備了。
202

203
204

施景琛，〈鯤瀛日記〉
，收於池志澂等撰；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輯，《台灣遊記》（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頁 47。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台灣旅行記》（台北：台灣銀行，1965）
，頁 40。
中國北洋政府雖在 1915 頒布《權度法》
，但僅在北京地區施行；國民政府則於 1930 年成立「全
國度量衡局」，始推動全國性的度量衡制度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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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度量衡所所在位置，與總督府間的距離相當接近，因此也讓總督
視察度量衡所相當方便。例如長谷川總督就曾入內聽取簡報，除了解度量衡所沿
革外，並參觀度量衡器的陳列、所內工廠等，前後僅花了 30 分鐘，這或許與度
量衡所位置與台灣總督府僅數步之遙不無關係。205
二、相關人事
日治時期的度量衡業務，從最早由「度量衡事務所」承辦，歷經「度量衡調
查所」、「度量衡司檢所」階段，而後由殖產局權度課、商工課管理，1921 年度
量衡所獨立，到 1942 年則改隸屬專賣局。以草創時期的度量衡司檢所為例，其
人員配置僅 9 人，包括：所長 1 人，技手 1 人，技手書記 7 人。其規模雖不大，
但其所經營業務，卻對台灣有深遠的影響。究竟，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裡，
主導規劃台灣度量衡業務的是哪些人?他們的學經歷背景必定在某程度上，影響
台灣度量衡制度的決策。
歷任掌管度量衡事務的主管，包括有：
表 3-2：度量衡事務主管：
年度

隸屬單位

機關名稱

單位主管

1896 （M29）

民政局殖產部

1897

(M30)

民政局

度量衡事務所

1898

(M31)

民政部殖產局

度量衡調查所

-

1901

(M34)

民政部殖產局

度量衡司檢所

-

1901

(M34)

民政部殖產局

權度課

山田申吾

柳本通義
(兼拓殖課課長、專賣局技師)

1906

山田申吾

(M39)

(兼安平鎮製茶實驗場兼務)
1910

野呂寧

(M43)

(˙財務局勤務兼)
1916

高橋親吉

(T5)

(˙移民課勤務兼)
1918

(T 7)

民政部殖產局

商工課

˙田阪千助

1921

(T10)

民政部殖產局

度量衡所

山口鈕五郎

1934

(S9)

須田一二三
(˙商工課長兼)

1937

井田憲次

(S12)

(˙商工課長兼)
205

〈長谷川總督あす度量衡所を視察〉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41.7.17，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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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本多保太郎

(S16)

(˙商工課長兼)
1942

(S17)

1944

(S19)

總督府專賣局

度量衡所

桑山寅三
岩田安麿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歷年資料。

從度量衡事務主管任用的情況可以發現，約有 2/5 以上的時間(包含隸屬商
工課時期)，度量衡機構的主管是由其他單位主管兼任的。即便在 1921 年獨立於
商工課之後，度量衡所所長除第一任山口鈕五郎外，其他均由商工課長兼任。
而唯有在度量衡政策有重大異動時，其主管才以專任的方式聘用。如 1901
年設置權度課、落實全面改用日式度量衡器；1921 年計畫推動「米突法」階段；
1942 年度量衡事業改歸專賣局等。然每當其完成階段性任務，其主事者則改以
兼任方式擔任。從總督府對其主事者任用的方式，或許可觀察出該階段對度量衡
事務的重視程度。舉例來說，1933 年日本宣佈第一次延長「米突法」全面落實
的期限後，度量衡所的所長就改以商工課課長兼任，多少可看出總督府方面對推
動「米突法」態度的轉變。以下並就目前所能掌握的幾位度量衡事務相關人士稍
作介紹：
（一）小平又次
曾任總督府度量衡司檢所書記。日本長野縣上伊那郡人，1878 年 9 月 10 日
生，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早稻田大學法律科。除度量衡相關職務
外，曾擔任：屏東市會議員、高雄州產業主事、鳳山街長、鳳梨罐詰同業組合、
高雄州米穀商同業組合、高雄州米穀信購販利組合、屏東市產業主事勸業課長、
屏東商工會議所理事、皇民奉公會屏東市支會委員、高雄州產業主事、民政部殖
產局勤務、臺灣總督府屬、民政部殖產局勤務、商工課臺南分室、水產課、商工
課兼務、高雄州勸業課產業主事等。206
（二）安山親雄
曾任度量術所庶務係長、度量術所理事官、度量術所商工課勤務、臺北度量
衡所主任，日本宮崎縣人。1880 年 11 月 6 日生。除度量衡事務外，其他擔任過
的職務包括：臺灣肥料輸移入商同業組合主事、總督府奉職殖產局糖業試驗所、
蔗苗養成所庶務主任、商工課勤務等。207

206

中村文生，
《在台の信州人》
（台北 ：日本公論社台湾支局 ，1925）
，頁 206；興南新聞社編，
《台灣人士鑑》(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130。
207
住屋圖南著，
《台灣人士之評判記》(台北：成文，1999)，頁 62；谷元二編，
《大眾人事錄（外
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1，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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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池端清福
曾任殖產局度量衡所臺南分室主幹。鹿兒島縣人。1896 年 11 月 27 日出生，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理工部。除度量衡業務外，曾擔任台灣精機工業株式會社取締
兼支配人、總督府技手等職務。
（四）井田憲次
曾任度量衡所所長兼商品陳列館長。日本東京府東京市人。1897 年 2 月 27
日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除度量衡事務外，其他擔任過的職務包括：
南海興業南方セメント（水泥）工業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東京府屬、沖繩縣產
業課長、和歌山縣商工水產課長、沖繩縣警察部長、辯護士、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商工課長、米穀課長、臺北州總務部長等。208
（五）本多保太郎
曾任殖產局度量衡所所長。日本靜岡縣周知郡人。1898 年 2 月 6 日生，畢
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商科。曾任：總督府總務局審議室事務官、總督府屬殖產局勤
務、專賣局副參事庶務課勤務、專賣局參事酒課長、專賣局鹽腦課長、總督府事
務官殖產局特產課勤務、總督府事務官財務局金融課長、專賣局參事、專賣局庶
務課長、拓務書記官、管理地方課長、殖產局農林課長、大臣官房會計課長兼管
理局司計課長、拓殖調查部第二課長、基隆稅關長、總督府事務官殖產局商工課
長、總督府帽子檢查所長、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長、審議室事務官等。209
（六）久米幸延
曾兼任度量衡所長。日本德島縣那賀郡幸野村人。1900 年 1 月 5 日生，畢
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除度量衡職務外，曾擔任：豫算係主務、書記四級、台
灣專賣局書記、台灣專賣局購買係主任、府專賣局副參事、庶務課勤務、大和樟
腦代表取締役等。210
（七）桑山寅三
曾任度量衡所所長。東京市麻布區人，1901 年 4 月 6 日生，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法學部。除服務於度量衡所外，還曾擔任宜蘭出張所長、書記三級、台湾
總督府屬、文書係主任、海軍司政官。211
208

谷元二編，
《大眾人事錄（外地、滿支、海外篇）
》(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1，頁 1；興
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
，頁 11。
209
橋本白水，
《台灣統治と其功勞者》
，台北：成文，1999，頁 234；谷元二編，
《大眾人事錄（外
地、滿支、海外篇）》
，頁 45；林進發，
《台灣官紳年鑑》
，台北：民眾公論社，1932，頁 163。
210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
，頁 121。
211
〈海軍司政官〉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44.3.7，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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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宇坪善太郎
曾任殖產局度量衡所府技師。日本愛媛縣松山市人，1905 年 12 月 31 日生，
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造兵學科。除服務於度量衡所外，其他擔任過的職務
包括：殖產局總務課勤務、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工業部勤務、總督府工業研究
所技師、無機化學工業部勤務、殖產局商工課勤務、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技師庶務
課兼度量衡所勤務、三井物産業部部参事、總督府工礦局工業課技師等。212
（九）須田一二三
曾兼任殖產局度量衡所所長，日本大分縣西國東郡人。出生於 1909 年 1 月
17 日，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除服務於度量衡所外，其他擔任過
的職務包括：總督秘書官、文書課長兼秘書課長、鐵道部書記庶務課調度課、鐵
道事務官工務課、交通局參事鐵道部庶務課長、府事務官殖產局商工課長、殖產
局附屬商品陳列館長、米榖檢查所長兼務等。213
（十）畠中德次郎
曾任度量衡所臺南分室主幹、臺南巿官吏。鹿兒島縣人。214
（十一）山田申吾
曾任度量衡司檢所技師兼所長。熊本縣人。曾任愛知縣技手、1896 年開始
任台灣總督府殖產部農商事務，1901 年起，任台灣總督府司檢所技師，司檢所
官制廢止後，任台灣總督府技師、殖產局權度課勤務等，1912 年正式退休。其
在台灣擔任公職的時間長達 16 年，所擔任的工作多與度量衡事務關係密切。215
（十二）山口紐五郎
曾任殖產局度量衡所所長，時間長達 13 年。在台期間曾任農商務技手、度
量衡司檢所技手、技師。1933 年申請退休時，當時的殖產局長特別感謝其對台
灣度量衡器普及、度量衡制度建立的貢獻。216
212

唐澤信夫，《台灣紳士名鑑》
，台北：新高新報社，頁 167；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
，
頁 36。
213
《橋本白水，《台灣統治と其功勞者》
，台北：成文，1999，頁 234；住屋圖南著，《台灣人士
之評判記》
，頁 16；谷元二編，
《大眾人事錄（外地、滿支、海外篇）
》
，頁 26；興南新聞社編，
《台灣人士鑑》
，頁 95；林進發，
《台灣官紳年鑑》
，頁 193；谷元二編，
《大眾人事錄（外地、
滿支、海外篇）
》，頁 11。
214
台南新報社，
《台灣大觀》（台南：台南新報社，1935）
，頁 71。
215
〈山田申吾恩給下賜上申及同證書送付〉，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永久保存，1912.6.13，
1916-4-1-8。
216
〈山口鈕五郎依願免本官、賞與、一級俸下賜〉，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高等官進退原議，
1933.12，10076-8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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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並將日治時期曾任台灣度量衡相關人士，茲整理為下表 3-3：
表 3-3：1895-1945 年任度量衡相關人士
姓名

任度量衡相關職務

出身背景

學 / 經歷

小平又次

度量衡司檢所書記

1878.9.10 生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早

長野縣人

稻田大學法律科/
屏東市會議員、高雄州產業主
事、鳳山街長、鳳梨罐詰同業組
合、高雄州米穀商同業組合、高
雄州米穀信購販利組合、屏東市
產業主事勸業課長、屏東商工會
議所理事、皇奉屏東市支會委
員、高雄州產業主事、民政部殖
產局勤務、臺灣總督府屬、民政
部殖產局勤務、商工課臺南分
室、水產課、商工課兼務、高雄
州勸業課產業主事

安山親雄

池端清福

度量術所庶務係

1880.11.6 生

/

長、度量術所理事

宮崎縣人

臺灣肥料輸移入商同業組合主

官、度量術所商工課

事、總督府奉職殖產局糖業試驗

勤務、臺北度量衡所

所、蔗苗養成所庶務主任、商工

主任

課勤務

殖產局度量衡所臺

1896.11.27 生

早稻田大學理工部/

南分室主幹

鹿兒島縣人

台灣精機工業株式會社取締兼支
配人、總督府技手

井田憲次

度量衡所所長

1897.2.27 生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東京府東京市人

商品陳列館長、南海興業南方
セメント工業株式會社常務取締
役、東京府屬、沖繩縣產業課長、
和歌山縣商工水產課長、沖繩縣
警察部長、辯護士、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商工課長、米穀課長、臺
北州總務部長等

本多保太郎

殖產局度量衡所長

1898.2.6 生，

東京帝國大學商科/

靜岡縣周知郡人

總督府總務局審議室事務官、總
督府屬殖產局勤務、專賣局副參
事庶務課勤務、專賣局參事酒課

57

長、專賣局鹽腦課長、總督府事
務官殖產局特產課勤務、總督府
事務官財務局金融課長、專賣局
參事、專賣局庶務課長、拓務書
記官、管理地方課長、殖產局農
林課長、大臣官房會計課長兼管
理局司計課長、拓殖調查部第二
課長、基隆稅關長、總督府事務
官殖產局商工課長、總督府帽子
檢查所長、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
館長、審議室事務官等
久米幸延

度量衡所所長

1900.1.5 生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德島縣人

豫算係主務、書記四級、台灣專
賣局書記、台灣專賣局購買係主
任、府專賣局副參事、庶務課勤
務、大和樟腦代表取締役

桑山寅三

專賣局度量衡所所

1901.4.6 生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長

東京市人

宜蘭出張所長、書記三級、台湾
總督府屬、文書係主任、海軍司
政官

宇坪善太郎

殖產局度量衡所府

1905.12.31 生

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

技師

愛媛縣松山市

殖產局總務課勤務、總督府技
手、技師、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
師工業部勤務、總督府工業研究
所技師、無機化學工業部勤務、
殖產局商工課勤務、臺灣總督府
專賣局技師庶務課兼度量衡所勤
務、三井物産業部部参事、總督
府工礦局工業課技師

須田一二三

殖產局度量衡所所

1909.1.17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長

大分縣人

總督秘書官、文書課長兼秘書課
長、鐵道部書記庶務課調度課、
鐵道事務官工務課、交通局參事
鐵道部庶務課長、府事務官殖產
局商工課長、殖產局附屬商品陳
列館長、米榖檢查所長兼務

畠中德次郎

度量衡所臺南分室

鹿兒島縣人

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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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巿官吏

山田申吾

度量衡司檢所技師

熊本縣人

殖產部農商事務、總督府技師。

兼所長
山口紐五郎

殖產局度量衡所

農商務技手、度量衡司檢所技

所長

手、技師

就目前可取得的相關人事資料，可以觀察到曾任度量衡所要職的人士，多數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其中一人畢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至
於其專攻科目，僅兩位畢業於工學部，而以法、商科畢業生為多。前者主要擔任
技術官僚，後者則為機關主管。此外，歷任度量衡所長有三位均兼任商品成列館
館長，其原因一方面由於兩機構地緣相近，另一方面「商品陳列館」217在 1917
年成立後，其館長就經常由殖產局商工課長兼任，度量衡事務在 1918-1921 期間
也同屬商工課管轄，故職務上有此安排並不令人意外。

第二節 度量衡制度的建立
總督府在進行台灣各地度量衡制度統一之前，首先在 1895 年 10 月，依日令
第十九號頒布《台灣度量衡器販賣規則》，為日式度量衡器輸入台灣作準備，並
緊接著進行舊慣調查的工作。領台之初，總督府先在殖產局內設置「度量衡事務
所」，主要任務在對台灣度量衡之舊慣進行調查。1896 年 11 月，總督府開始派
相關人員在台北附近進行傳統度量衡器的調查，並赴清國考察其度量衡制度，218
而後公佈《台灣度量衡調查書》
。1897 年，為使台灣度量衡與日本內地間的連結，
照會日本農務商省派遣該省的技師，與台灣主任者合作，在台灣各地進行調查。
219
1898 年 5 月，刊行《清國度量衡制度》與《台灣度量衡調查書田制考》，8 月
則刊行《本島各地度量衡制度考比較一覽表》。220至此，在台灣的度量衡舊慣調
查大致完成。
官方接下來的工作，即為相關法規的制定，力求完成台灣度量衡制度的統
一，影響較大的有：1900 年的《台灣度量衡條例》
、1906 年《度量衡規則》
、1909
年《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1924《台灣度量衡規則》等。以下即針對日治
時期這幾項較重要的法規，以及早在 1895 年頒布的《台灣度量衡器販賣規則》
稍作介紹，以明瞭日治時期台灣度量衡制度建構的過程。

217

218

219
220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其功能為蒐集調查陳列台灣以及東南亞地方的產品、貿
易品，供一般民眾參觀。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6)，頁
83-84。
台灣總督府編，
《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7)，頁 135。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8)，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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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法規內容
（一）1895 年《台灣度量衡器販賣規則》
清代官方對於民間度量衡器的製作與使用，採放任自由的態度，因此在日治
之前，台灣各地的度量衡的差異性極大。1895 年 10 月 18 日，台灣總督府頒布
《台灣度量衡器販賣規則》221，開啟日本式度量衡器在台灣販售的途徑，其中規
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度量衡器之販賣，除依度量衡法規規定，取得度量衡器製作或販
賣之許可證者或其代理人者外，不予許可。
取得度量衡器販賣之許可者，除依度量衡法接受檢定之度量衡器
外，其他不得販賣。
欲販賣度量衡器者，應填寫左列事項之申請書兩份，並附上製作
或販賣許可書抄本及管轄官廳之證明書，經由地方官向台灣總督
府民政長官申請。
惟若係代為提出申請販賣者，應附上委託書。
一、入境之名義及手續。
二、與販賣之度量衡器種類、形狀及質料。
三、販賣地點。
四、用於業務上所雇用之人數。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認為有必要時，得限制販賣度量衡器者之
人數。
取得度量衡器販賣許可者，販賣未貼有檢定合格驗印或無證書之
度量衡時，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應取消其販賣許可。
製作或販賣台灣舊有之度量衡器者，不受本規則之限制。222

簡單來說，即是規定日後台灣度量衡器的製造與販賣等，需通過總督府的許
可與檢驗，並要求度量衡器販賣者，僅能販售通過官方檢定的度量衡器。而所謂
官方檢定合格的度量衡器，均附上檢定標記，這麼一來標準化的、日式的度量衡
器便開始在台灣販售。另一方面，總督府亦以初期治台的一貫的「舊慣溫存」方
針，台灣舊有的度量衡器暫時不在管制範圍內。
（二）1900 年《台灣度量衡條例》
1900 年 11 月 8 日，總督府以律令二十號發佈《台灣度量衡條例》，預定度
量衡統一改正的方針，其規定略譯如下：

221

222

台灣省文獻會編譯，
《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4 卷上》
（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9，
頁 88。
林品桐，
《台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四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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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度量衡之基本，依《度量衡法》第一條之規定。

第二條

度量衡的原器及副原器，依《度量衡法》第二條及第六條對金
屬原器、副原器的規定充之。
度量衡的名稱命位，依《度量衡法》第三條之規定。
米突法度量衡，依《度量衡法》第五條規定適用。
台灣總督府得依副原器，保管、製作檢定原器，作為度量衡器
檢定之用。
度量衡器的種類、形狀、物質、公差及構造，由台灣總督規定
之。
度量衡器須經台灣總督特許才可製作、修覆與販賣。
度量衡的製作、修覆與輸入販賣等，須提供檢定證明，但下列
者不限於此：
一、《度量衡法》第九條，台灣總督指定、檢定合格的度量衡
器。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二、台灣總督停止指定衡器一部修覆的器物。
供證明用的度量衡器受前項檢定的外，須定期檢定。
第九條
度量衡器的檢定由台灣總督管理。
第十條
度量衡器的度數及砝碼的最小定限與檢定時間由台灣總督規
定之。
第十一條 接受度量衡器檢定者需付檢定金，但定期檢定者不在此限。
檢定金的金額，由台灣總督制定之。
第十二條 台灣總督得指派官員臨檢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販賣及使
用。
第十三條 取得度量衡器製作、修覆、販賣許可者，若違反此條例及附
則之規定，台灣總督得勒令其停業並取消其特許資格。
第十四條 未得特許而製作、修覆或販賣度量衡器者，處以三百圓以下
罰金。
依第八條販賣檢定合格度量衡器者，或提供證明所持有者，
拒絕依第十二條之臨檢時得處兩百元以下罰金。
對於差異不準確的度量衡器，或知其不合格而販賣、提供證
明者，或以販賣、提供證明之用者，亦與前項同。
第十五條 此規定的施行規則由台灣總督制定。
附

則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此條例將於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一日開始施行。明治二十八年
日令第二十八條《度量衡器販賣規則》，自本條例實施後廢
止。
本島過去慣用度量衡器，暫時得與內地相異。
地積名稱單位的定位，暫時依台灣土地調查規則第二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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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規定。
以上兩條台灣總督之規定得廢止。223
簡言之，1900 年的《台灣度量衡條例》，基本上援引日本國內於 1891 年所
頒布的《度量衡法》。此項法令的頒布仍維持度量衡器的販賣、修覆等須取得總
督府的許可，度量衡器須定期接受檢定。不同的是，它終止了 1896 年頒布的《度
量衡器販賣規則》中，舊慣溫存的精神，規定台灣舊有的度量衡器、特殊的地積
使用單位等均須廢止，開始要求台灣的度量衡制度與日本國內接軌。
1901 年 5 月，《台灣度量衡條例》實施，首先規範的對象包括有鴉片煙膏
商人、食鹽販賣者以及公設市場，規定在該年年底前，禁止使用舊式度量衡器，
並強制使用新式衡器，就當時官方記載（或宣傳）台灣民間多期待度量衡制度早
日改正。為了快速供給所需的新式度量衡器，總督府規定 1905 年年底之後，要
求「全台」禁用舊式度量衡器，並獎勵新式度量衡器的使用。224
（三）1906 年《台灣度量衡規則》
從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開始，度量衡器的製作、販賣、修理均委託民營，
常發生供不應求的情況，而造成新式度量衡器推行上的阻礙。此外，供應商又常
以降低度量衡器品質、或申請提高販賣價格的方式牟利。有鑒於此，日本當局於
1906 年 4 月 30 日以律令第三號發佈《台灣度量衡規則》，其相關規定有 18 條，
大致如下：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223
224

度量衡之基本，依《度量衡法》第一條之規定。
度量衡之原器，以《度量衡法》第二條規定之原器充之。
度量衡的名稱命位，依《度量衡法》第三條之規定。
米突法度量衡，依《度量衡法》第五條的比例規定。仍引用本
規則施行第五條度量衡器檢定之法。
度量衡器的檢定，依第二條之檢定原器檢定之。
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及販賣專歸政府。除限修覆衡器之ㄧ部、
準特許、政府特許者外，不得販賣或移入度量衡器。
除政府外，不得販賣度量衡器，且不得以販賣為目的持有之。
除由政府販賣、特許輸入、移入，並依《度量衡法》第九條檢
定的度量衡器外，不得供出證明之用，亦不得以證明為目的持
有之。
必要時政府可斟酌情況，可將度量衡器售出之貨款，以指定的
有價證券作為擔保，並得准其在六個月內延納貨款。
該官吏可就度量衡器的使用者、販賣者以及修覆者進行臨檢、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府報》第 854 號，1900.11.08。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台北：成文，1985
複刻)，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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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取締，必要時可進行處分。
第六條所特許者若違反本規則，台灣總督得勒令其停業，並取
消其特許資格。
違反左列各號規定其ㄧ者，可處以五百圓以下罰金，並將其違
法之度量衡器沒收。
一、偽造或變造度量衡器者。
二、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違反左列各號規定其ㄧ者，可處以三百圓以下罰金，但第二條
第五號在刑法中有正條，則依刑法。
一、未得特許而修覆度量衡器者。
二、違反第七條、第八條者。
三、對於差異不準確的度量衡器，或知其不合格而販賣、提供
證明者，或以販賣、提供證明為目的而持有者。
四、製作台灣舊有之度量衡器，或販賣、或供證明之用，或以
販賣、或供證明之用而持有者。
違反此規定或依此規定所頒布的命令者，用刑法減輕、再犯加
重以及數罪俱發之例處之。
因業務持有度量衡者，如其代理人、戶主、家族、同居者、雇
人及其他業務關係者，如違反此規則或以此規則所頒布之命
令，不得以非出於自己的指揮而免除處罰。
未成年者與被禁治產者，如違反此規則或以此規則所頒布之命
令，其罰則適用於法定代理人。但雖為未成年者，但營業能力
與成年人同者，不得適用此條。
明治三十三年法律第五十二號的規定則準用於本規則，即本規
則所發命令所起之罪犯。
此規定外的事項，必要時台灣總督得制定之。

第十八條
附 則
本規則自明治三九年五月起開始實行。
台灣度量衡條例廢止。
地積之名稱，命位，可暫依台灣地租法規第三條的規定。
依台灣度量衡條例，經台灣總督檢定合格者，依該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專一
號，準照本規則販賣，即提供證明之用，又準以販賣與提供證明之用持有之。
過去已準許度量衡之販賣、修覆者，不需再受特許。仍遵本規則，在其特
許期限內，准其開業。
台灣總督，如必要時，亦可依照第三條定準清國式或英國式樣度量衡之比
例，得引本規則施行。225

225

《台灣總督府府報》第 1958 號，1906.04.30（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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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台灣度量衡規則》，總督府將度量衡器的製作、販賣及修覆收歸公營
。不過，該規則的附則中仍提到，台灣總督府在必要時，可定準清國式與英國
式度量衡之比例，這意味著由於貿易等需要，至少三種不同的度量衡系統仍存在
當時的台灣。但隨著度量衡器的製作、販賣與修覆收歸公營，相關官吏不定期的
檢查，並對使用不正確度量衡器者處以罰則，減少了台灣的度量衡器「不標準」
的現象。法令中並重申，禁止製作、販賣舊有度量衡器，促使台灣各地複雜的度
量衡使用習慣逐漸走向單一，而改以日本式為主。
226

1895-1906 年間台灣度量衡制度的發展，主要是朝「標準化」與「日本化」
的目標前進，米突法的度量衡系統，並非此階段總督府當局推動的重點。至於為
何在 1906 年，總督府將度量衡器收歸官營，同年二月，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刊
登的相關報導指出：
本島度量衡之製造修繕。係高田商會。受特許以供給。然度量衡器。其種類
有數百。在本島需要何種類，又需要至何程度，殆不能豫定，不能與內地銷
路，同類而觀。故雖其不能銷者，亦不得不準備。以應急時之需。其製品恆
在十萬圓左右。該商會自昨抵今。已虧本不少。遂有廢業之意。而當道亦決
議為官業。而收回自辦。227。
由此可見，1906 年台灣度量衡器收歸官營，一方面除為確保度量衡器的品
質外，當時負責販賣修覆特許商「高田商會」的不堪虧損，決定退出市場，也是
原因之一。度量衡事業收歸官營，人力方面則仰賴權度課的人員，並不特別增加
人事支出，此外又可穩定度量衡器的銷售價格，因而促成總督府將度量衡器收歸
官營的決定。
（四）1909 年《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
會社與蔗農間，因「秤量不公」而導致糾紛的情況，在日治時代層出不窮，
報章上亦常記載相關報導，1908 年《漢文日日新報》〈甘蔗買收之監督〉一文：
各製糖會社。際甘蔗之買收。關於秤量及等級查定等。恒缺公平。耕作者之
抱苦情。亦屢有所聞。似此實阻害植蔗之發展。故此次鳳山廳農會。決定就
製糖會社買收之秤量及等級之查定等。而監督調查之。228

226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台北：成文，1985
複刻)，頁 407。
227
〈度量衡之官業〉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台北）
，1906.02.06，第 1 版（底線處為筆
者所加）
。
228
〈甘蔗買收之監督〉，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台北），1908.07.25，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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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廳常須適時介入監督秤量，避免爭議的發生，這樣的問題也促使總督
府在 1909 年 10 月 10 日，以府令第七十一號頒布《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
其中規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一日榨蔗至少以三十噸為限，大凡製糖為業者必須具備量目多
至千斤以上之台秤（磅秤）竝實驗專用砝碼至少千斤以上，資
為計量。
廳長視為緊要可以將前項衡器之量目、種類、檯數或應置處所，
逐一指定或妥行限制使用。
前條台秤按期，即於製糖之前非經台灣總督檢定或修覆不得使
用。
台秤已經前項檢定或修覆者，方行蓋印桿端為憑，其字樣如左：
四三檢或四三修。
地中掛台秤即於火車站所用大秤如其檯板致有移動，或與周圍相
觸，或又台板上之軌鐵與地面之軌鐵相觸，亦準第一項辦理。
凡欲將第一條台秤佔用複蓋或代為裝置者，須具該造法、清
單、繪圖及其風袋量數預先呈報台灣總督核查。
際計量甘蔗即應扣除載車量數，預定期照依按輛之量，或各輛勻
量者，必須詳具左列事項預先呈報台灣總督府，但係牛車者不專
用兩輛以上之勻量。
（一）各輛勻量之時
（甲）車輛之總類、物質、量數及其按輛量數
（含有豎桿之量）。
（乙）車輛之造法與清單。
（二）按輛別量時
車輛附帶豎桿可能取離者，其種類、物質、量數、尺寸及
按輛量數。
暫用復蓋及載車實量則以第六條定差五分之ㄧ為準，應由廳長秤
定。
前項秤定量數應由廳長表記各車。
表記各秤定量，生有變動或於有表記風袋又行加工時，須將因由
詳具申請，重行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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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暫用復蓋及載車之實量，超過左列定差者，不准用以秤量甘蔗。
種類
最大
大
中
小

第七條

車輛或覆蓋各量數
二千斤以上
二千斤以內
一千斤以內
三百斤以下

定差
五十斤
三十斤
二十斤
十斤

第八條
第九條

使用台秤人，如遇第五條秤定風袋量數生有變動，或疑有此情弊
者，立即須停止使用該風袋重新稟請秤定。
廳長認為緊要，可對第三條及第四條風袋臨時查檢。
廳長如認於複蓋或載車生有異狀或疑有變量數之時，可以即勒令
停止使用或妥行處理。
欲於台秤先添所謂風袋錘以省扣除，應將風袋實量、第五條秤定
之風袋勻量，詳具竝連所轄廳長證單，呈請殖產局發售。

第十條
第十一條

廳長疑有合當第一條第一項之製糖廠計量數量參差不一或以
記量方式認為不適當者，方可飭令停止經量甘蔗之授受或計量
妥行處理。
第十二條 第五條中秤定的風袋廢止使用者，須將該種類、箇數、物質及
秤量量目詳具所轄廳長備案。
第十三條 使用台秤人須經常打掃該台板上或周圍之灰塵。
第十四條 違反第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指定或限制，第二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七條、第十
二條及第十三條，或拒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內載臨檢
或法令者，分別罰金百圓以下。

附 則
本令自頒布之日開始實行。
法規的內容除了規定甘蔗計量用衡器需經總督府檢驗合格外，並賦予各地廳
長因地制宜的權限。此外，除了要求甘蔗計量用衡器的規格需達合格標準，也要
求使用上的精確性，避免人工誤差。事實上，人為上的疏失或刻意動手腳，也常
是秤量不公的原因，就曾發生過負責秤量的工作人員，因收受蔗農之託，在秤量
上動手腳的情況。229

229

〈台中貪心被免〉
，《台灣日日新》（台北）
，1927.03.27，第 10 版。報導內容為：「帝糖原料製
糖廠。補助員廖思恤。因受栽農人之託有竊改甘蔗受入票之形跡被解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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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總督府方面在 1909 年，即頒佈法規，希望防止甘蔗秤重時的勞資糾紛，
但一直到 1920-1930 年代，有關甘蔗秤重的問題仍時有所聞。例如：1928 年新竹
製糖所，被蔗農告發秤量不公，在會同郡警官檢查後發現，平均每臺秤少約 75
斤230；1929 年埔里製糖所，也因秤量問題，引發蔗農不滿，最後該會社在當地
「能高所」宴請相關人士，才化解此次糾紛。231
甘蔗秤重的問題無法完全遏止的原因，可能是由於《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
則》罰金較輕，以及地方監督不力所致。相較於販賣、製作或使用不精確的度量
衡器的罰則，罰金為三到五百圓，觸犯《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的罰金，則
在百圓以下，相形之下罰則較輕。除罰則外，地方基層單位的執行力，也是法規
是否能發揮功效的關鍵。為了緩和蔗農與會社之間的關係，在各原料採集區的製
糖會社製糖所，總督府設有甘蔗秤量的監督機關，大多由地方警察官擔任，但監
督往往不徹底，時有誤秤的情況發生，導致蔗農心生不滿而與會社發生衝突。232
（五）1924 的《台灣度量衡規則改正》
《台灣度量衡規則改正》的頒布，是 1906 年全台度量衡制度統一後，相關法
規變動幅度較大的一次。事實上，日本在 1921 年即公佈《度量衡改正》
，其中關
鍵處在於欲全面改行米突法，後因在日本國內掀起大規模反對，而暫緩施行。
催生不甚順利的《台灣度量衡規則改正》，在 1922 至 1923 年間續審議，到
1924 年 6 月 29 日的仍有報導刊載，東京方面傳出法案通過可能延遲的消息。233
到了 1924 年 6 月 30 日，總督府終於以律令第三號正式頒布《台灣度量衡規則》
，
其內文共二十五條，當中規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度量衡之基本、原器以及名稱命位等相關事宜，依《度量衡法》
第一條至第三條之規定。但第三條中敕令則依台灣總督府令。
包括溫度、密度、壓力、工率，以及其他狀態及能率的計量單位。
又，其他與度量衡或非度量衡相關之單位，由台灣總督定之。
依第一條原器所製作的檢定原器，以及替代原器的代用檢定原器
由台灣總督保管之。
本令以及依本令所發布的命令之度量衡以及計量單位，除台灣總
督訂定的場合外，得作為證明以及貿易上使用。
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及賣下專屬於政府，但瓦斯メートル的製
作與修覆，以及衡器中的水量メートル一部修覆等、採特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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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製糖不正秤量暴露〉，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8.03.27，第 4 版。
〈埔里製糖所問題解決す〉，《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29.04.28，夕刊 第 2 版。
232
台灣雜誌社，
《台灣民報》，第 305 號，1930.03.22，第 3 版。
233
〈度量衡規則發布或は遲延乎〉，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29.06.29，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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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政府賣下與修覆的度量衡器，附有台灣總督所定之證印。
除台灣總督制定的場合外，非政府與政府特許者，不得販賣、
輸入或移入度量衡器。
本令所適用的計量器種類依台灣總督訂定之。
非政府特許者，不得經營計量器製作、修覆及販賣。
度量衡器的輸入、移入，及瓦斯メートル的製作或販賣，除總督
府規定的場合外，須接受政府檢定。
計量器的製作、修覆、輸入或移入，除總督府規定的場合外，須
接收政府檢定。
政府檢定合格的度量衡器與計量器，附檢定證印。
檢定相關事項，由台灣總督定之。
下列各號度量衡器、計量器，除台灣總督規定之場合外，不得販
賣或為販賣而持有：
一、無政府證印與檢定證印的器物。
二、前條之修覆，而後受檢定不合格者。
三、經變造之器物。
四、在總督府規定的公差以上的狂差器物。
五、不具備台灣總督規定之構造之器物。
非屬度量衡器之器物，以及前條各號度量衡器，除台灣總督規定
之場合外，不得在貿易或證明上使用，或為使用而持有之。
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取締及其他使用上的限制，竝度量衡的
計量取締之相關規定，由總督府定之。
依度量衡實際量標記之商品，其標記需與實際量相符，除台灣總
督規定的場合外，不得販賣或為販賣而持有之。
非屬實際量的標記應依商品度量衡量目之標記者，除明定場合
外，推定其實際應依度量衡規定標記。
台灣總督得對認定必要之商品，規定其實際量的標記應依度量衡
之規定。
相關官吏認定度量衡器取締、或度量衡計量取締有必要時，得於
店鋪、工場或其他場所進行臨檢。
相關官吏臨檢時認定有度量衡相關之犯罪，為證明其犯罪事實得
沒收其物件。
相關官吏在下列情況，得作必要的取締處分：第十條相關器物之
毀損、除去證印，或第十三條第一項相關物品實際量標記之更正。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之特許者，違反本令或相關官吏之命令
時，台灣總督得取消其特許，並命令其停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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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下列各號相關者，處以一年以下懲役及五百圓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第一項者。
二、以偽造度量衡計量為目的，使用不正度量衡器者。
第十九條 下列各號相關者，處以五百圓以下罰金；
一、私自製造、修覆或變造度量衡器者。
二、違反第六條、第八條者。
三、依第十七條之規定，應停止營業而繼續營業者。
第二十條 下列各號相關者，處以百圓以下罰金與科料234。
一、違反第四條者。
二、違反第十四條之命令者。
三、相關官吏在訊問時拒絕答辯、或作偽證、或妨礙相關官麗之
職務執行者。
第二十一條 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販賣、輸入，或移入特許者、業務上
交易證明度量衡器使用者，商品實際量標記需依度量衡規定之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
附

234
235

販賣者等，其代理人、戶主、家族、同居人、雇人，以及其他
相關從業者，若違反本令，或基於本令所發布的命令，而非出
自其所指揮授意，得以免除其罰。
度量衡器的製作、修覆、販賣、輸入，或移入特許者、業務
上交易證明度量衡器使用者，商品實際量標記需依度量衡規定
之販賣者等為未成年者與被禁治產者其法定代理人，適用本令
及依本令所頒布之命令的罰則。惟與營業相關時未成年者與成
年者能力相同時不在此限。
前兩條之情況得科以懲役之刑。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一條，乃
至前條之規定，計量器準用之。
本令中罰則之相關規定，不適用於公務所。

則
本令自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起開始施行，但計量器與瓦斯メートル相關之規
定則於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
依台灣總督規定過去慣用之度量衡，目前仍得使用。
依過去之規定之度量衡器販賣、修覆之特許者，在其特許期間內，依本令仍
推定其為特許者。
本令實施前賣下，或依過去之規定檢定之度量衡器，依《度量衡法》第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又同條之第二項之規定所發布命令之度量衡單位，依台灣總
督之規定，得使其喪失其效力。235
指刑罰上較輕微的罰金。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規》
（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1931）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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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度量衡改正的宗旨，在於將各種度量衡以米突制劃一236。預定在 10-20
年內全面改用米突制，其中規定 10 年之後便不再對尺貫制度量衡器作檢定與販
售，15 年後尺貫制的度量衡器將不可在交易中使用，而猶豫期的最後 5 年，則
僅可使用舊式度量衡單位。
除了在 1920 年已規定的部份計量器外，也將「晴雨計以外的計壓器（壓力
計真空計）
、浮秤、物體膨脹之溫度計（寒暖計體溫計）
、生絲纖度之檢定器（檢
尺器纖度秤砣）
、乳脂計」等計量器納入檢定取締的範圍。此外，並規定這些計
量器的單位，凡涉及力、壓力、仕事（移動物體時所做的工）、工率等，均須遵
照米突法的規定。至於溫度的部分則限定使用攝氏。237
二、修法的背景與意義
上述諸法規的頒布，各有其階段性的意義。1895 年的《台灣度量衡器販賣
規則》，開啟了日本度量衡器在台灣販售的途徑，象徵著台、日度量衡制度統一
的第一步；1900 年頒布的《台灣度量衡條例》
，則奠定日治時期台灣度量衡制度
的雛形，規定了度量衡器製作、販賣、檢定等內容；1906 年的《台灣度量衡規
則》中，進一步將度量衡器的製作收歸官營。1895-1906 間的諸法規，基本上目
的在以「尺貫制」統一台灣的度量衡，並與日本接軌。
1909 年的《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
，則反映台灣的在地需求。糖廠與蔗
農間因秤量不公等問題，糾紛時有所聞，促成該項法規的制定。
日治時期度量衡法規，至 1924 年大致完備，訂定度量衡制度將改採「米突
制」達成與國際接軌的目標，此後雖還有多次修正，但基本上法規方向已無太大
的變動。1924 年後，總督府的度量衡政策，除在《台灣度量衡規則改正》中已
規定的，於 192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計量器竝瓦斯米突法的檢定外，並於 1931
年實施水量米突法檢定與專賣，經 1933、1939 年日本國內兩度將米突法全面實
施的時間延期，台灣在相關法規執行上也一併順延。至於米突法實施的詳細情
況，將在本文第五章中說明。

236

1891 年日本所頒布的《度量衡法》
，以「尺貫法」為法定度量衡，將一尺定為 10/33 公尺；一
貫定為 15/4（3.75）公斤，其制定時除考量民間使用習慣外，亦已考慮到日後與國際接軌的
需要。
237
〈度量衡規則改正内容〉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8.02，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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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尺貫法」
尺貫法」的落實（
的落實（1895-1923）
承前文所述，日治時期官方推動度量衡制度化的歷程，可以 1924 年為界，
大致可劃分成兩個階段。前期主要以日式度量衡—「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
制度；後期則是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度量衡。本章的內容，將著重於
1985-1923 年間，
「尺貫法」的推廣。以下將從官方強制的執行（如：臨檢取締、
市場規範、販賣限制）
、柔性的宣導（如：透過教育、博覽會、實物展示等方式），
以及民眾的適應等三方面來論述。

第一節 強制的執行
透過法規的制定，日本官方規劃了度量衡制度實施的藍圖，並已漸進的方
式，首先以鴉片、食鹽與市場的販賣者作為規範對象，而後規定傳統台式度量衡
的使用期限，在十年之內便幾乎將全台度量衡以日式度量衡統一，並完成標準
化。但要讓台灣民眾全面改用，仍須配合鐵腕政策才能達到效果。以下將就官方
的臨檢取締、市場規範，以及對度量衡器販賣限定等三方面來論述，探究其政策
得以落實的原因。
一、臨檢與取締
為了維持度量衡器的精確性，因此日本官方以不定期的方式進行臨檢與取
締，執行者包括度量衡主管機關的官吏，以及警察單位。
有關度量衡相關取締事務，日治初期主要由殖產局權度課掌理，1906 年後
則改由警察本署負責。原因在於該年度量衡器的製作改歸官營，致使權度課的業
務大增，故將度量衡取締事務改歸警察本署保安課，而權度課則專職度量衡器的
製作與檢定。一方面是為了減輕權度課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因為取締事務的性
質，與警察原本的工作內容較為相近。238為了使基層警察熟習度量衡法規，除了
在其修習課程中加入相關內容外，也舉行不定期的研習，例如：在 1926 年 6 月
15 日所舉辨的蕃地警察官講習中，便安排當時的度量衡所所長山口技師講授度
量衡相關課程。239

238

23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I》(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1986 年
複刻版，東京：綠蔭書房）
，頁 12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V》，頁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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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臨檢方式，依執行內容可分成二種：即第一種取締、第二種取締。兩
者的差異在於：前者對象為「因業務所需而持有度量衡器者」，在此項取締進行
前官方會先向的民眾公告執行的區域、器物的種類、檢查的場所與日期等；後者
則採臨檢方式，相關官吏在任何時間，只要認定有其必要性，即可向店鋪、工場
等地針對度量衡器、計量器及其他相關儀器進行臨檢取締。240但負責臨檢的官吏
必須攜帶相關證件，才可以執行任務。241
對照官方統計資料，1924 年以前度量衡器取締的結果，不合率的比例每年
狀況不一、上下浮動。但由於當時的度量衡取締，並非全台每年進行一次普查，
故較難觀察出各地區每年的變化。相關數據官方的統計自 1911 年，開始有確實
的統計數字，雖非逐年進行，但亦可看出大致的情況：
1911 年的度量衡臨檢，就台北廳及其他七廳境內進行臨檢，臨檢總數為
37,198 個，其中不合格有 3,549 個，不合格率為 9.54％；2421912 年，就桃園廳內
進行第一種臨檢，台南廳半部、阿猴廳與澎湖廳三廳進行第二種臨檢，其不合格
率分別為 8.9％、20.3％、9.3％、23.9％；2431913 年，該年度就台中廳及其他七
廳境內進行第二種臨檢，臨檢總數為 61,979 個、不合格數為 4,074 個，不合格率
為 6.57％；2441914 年，度量衡器的臨檢，僅在台南境內進行第一種臨檢，臨檢
總數為 52,457 個、不合格數為 5,332 個，不合格率為 10.16％。245
1915 年，其中台北廳內進行第一種臨檢，不合格率約為 8.6％；第二種臨檢
則在台北廳及宜蘭、新竹、台中、南投、花蓮、澎湖等實施，其不合格率約為
5.3％；2461916 年，度量衡器臨檢方面，該年度僅在宜蘭、桃園、新竹、台南、
阿猴、台東、花蓮港、澎湖等廳，進行第二種臨檢，其中不合格率佔 7.6％；2471917
年，度量衡器臨檢方面，該年度僅在臺北、宜蘭、桃園、南投、阿緱等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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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度量衡所，
《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1934，
頁 25-26；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規》(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
1931)，頁 44-45。在《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有時以「第一種臨檢」
、
「第二種臨檢」
稱之。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度量衡所，
《台灣度量衡法規》，頁 49。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1)，
頁 285。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2)，
頁 277-279。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3)，
頁 294。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4)，
頁 289。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5)，
頁 323。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6)，
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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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臨檢，其中不合格率佔 5.5％；2481918 年，該年度就嘉義廳作第一種臨檢，
不合格率約 11.4％，度、量、衡器的不合格率分別為 7.9％、9.9％、14.4％等，
衡器不合格率較高；2491919 年，就台中廳進行度量衡器第一種臨檢，不合格率
為 5.5％；第二種臨檢，於台北、宜蘭與花蓮港廳、南投、台南進行，不合格率
分別為 6.2％、6.3％、4.9％、10.6％。2501920-1921 年之間，則未進行調查。
1922 年，由於度量衡業務中增加了計量器的檢定與比較檢查，由於人力與
經費緊縮，因此第一種臨檢改為四年一次，而第二種臨檢則改為兩年一次。該年
度就花蓮港廳與高雄州進行第一種臨檢，不合格率分別為 12.7％、15.3％。第二
種臨檢的對象為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州，不合率依次為 18％、8.9％、17.9
％、18.4％。251
整體來說，並無法看出度量衡器不合格率有下降的趨勢，不過，除 1922 年
外，平均控制在 10％左右。這樣的數據代表意義為何？以戰後台灣度量衡器臨
檢的情況與之比較，或可作為參考的基準。
1990 年，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度量衡檢定所已完成台北市一百四十五個郵政
(支)局使用中衡器252，檢查工作共檢查了 515 台中衡器，其中有 175 台不合格，
比例為 33.98％；2531997 年，度量衡檢定所自七月起至十月底，抽檢台北市醫院、
衛生所及學校等單位的體重器，其中 162 具體重器中，有 31 具超出衡器檢查公
差，254不合率為 19.1％。相較之下，1924 年以前，台灣度量衡器的 10％左右的
不合格率，應在可接受範圍之內。

248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7)，
頁 341。
249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18)，
頁 390。
250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1919，頁 390。
251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1922，頁 525。
252
指天平、秤等衡器。
253
〈郵局中衡器 三成有誤差〉，
《聯合報》
，1990.11.24，第 15 版。
254
〈醫院學校血壓計 三十六具不合格〉
，《聯合報》
，1997.11.21，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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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日治時期檢定用卷尺

圖 4-2 日治時期檢定用量器—圓鑄形量器
（一套 11 個，最大容積為 1 斗，最小為 1 勺）

圖 4-3 日治時期檢定用量器—細頸量筒

圖 4-4 受檢品－衡器類

（其容量由左而右，分別為二升、一加侖、五升）

二、市場規範
日治之前，台灣民眾的消費買賣主要以人群往來頻繁的地點為主，如道路兩
旁或廟與附近等交通便捷的地點，官方並無特別的建置與管理辦法。
1896 年，日本官方基於台灣鼠疫流行等衛生原因考量，促使日人著手改善
台人傳統市集，在官方的鼓勵下，首先於台北艋舺、大稻埕等地設立公設消費市
場。基於「改善衛生」
、
「穩定物價」以及「增加地方財政」等考量，日本官方設
立了公設消費市場，比日本國內早了 15 年。255

255

參見：鍾順利，《台灣日治時期五大都市之公設消費市場建築》
（成大：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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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對地方秩序與衛生影響甚大，因此在 1900-1904 年間，總督府針對
市場發佈諸多法令，其中重點在於各市場的衛生管理，以及要求各市場須從營利
中提撥經費作為公共衛生所需的費用。256此外，1902 年，日式度量衡器統一過
程中，公設市場營業人與鴉片、食鹽零售商為第一批受規範的對象，在官方要求
下必須於次年 1 月 1 日前全面改用新器。257
不過，若單就 1895-1923 年間的市場法規來看，其重點主要還是著重於「衛
生」的考量，而後雖然隨著官民的要求有逐漸轉移到「經濟」取向，但目前所能
掌握市場法規中，並未有直接與度量衡相關的規定。258以下以 1911 年的《台灣
市場取締規則》與 1922 年的《市場規則》為例：
1911 年，總督府以府令二號發布《台灣市場取締規則》
，至此始用全島統一
的取締規範。其中條文有七，要旨大致如下：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附則

市場須經廳長允許，始得設置。
市場外不得販賣飲食物。若經該廳廳長特許，則不再此限。
市場內不得喧嘩，及妨害社會善良風俗等情事。
市場營業者需維護場地清潔。
市場營業者，若罹患有結核、癩黴毒及傳染性疾病等，將不得繼
續從事經營。
違反第一、二條者，將處以百元以下罰金並拘留與科料。
如本人為無行為能力者或法人，按此令，其法則適用於管理人或
代理人。
再者，如代理人、戶主、家族、同居人、雇人以及其他工人違反
此令，無論是否出自本人指揮，均適用之。
此令至明治四十四年二月一日施行。
廢止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以前，縣廳發佈之市場相關規定。
過去受縣廳許可的市場亦適用此令。259

就其內容觀之，重點以維護市場衛生與秩序為主。而 1922 年 8 月依府令 148
號所頒布的《市場規則》，法規則僅有四條，內容如下：
第一條

本令所謂市場為擁有場屋設備或區劃地域，每日或定期，多數聚
集進行魚類、貝類、蔬果、果子、獸肉等食品料的買賣交易。僅

256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台灣之魚菜市場》（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15）
，頁 4-6。
〈度量衡示〉，
《台灣日日新報》
，1901.12.07，第 3 版。
258
參見：松田純三，
〈日治時期台北地區市場之發展（1895-1937）
〉
（暨大：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6）
。
259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台灣之魚菜市場》，頁 7-8。（筆者翻譯）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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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進行零售者不在此限。
市場按照市街庄或區的區域區分。
進行同種類食料品販售交易之市場，同一區域僅能設置一處。若
市場經營者認定需要，可增設分場。
市場經營除公共團體、機關與產業組合外，其他不得經營。
知事或廳長可制定在本令外，其他所需之規定。

附則 本令自公佈日實施。
實施本令時，其經營市場不符合本令而欲經營者，得於大正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向台灣總督申請。
重點在定義何謂市場的定義、限定其範圍與經營者，260度量衡管理相關之內
容在當中亦未見。不過，當中也提到知事或廳長可依實際需求訂定相關規定。因
此除了總督府所頒布的《台灣市場取締規則》外，各廳依其地方特色，另制定相
關規範，如台北廳的《市場貸渡規程》、宜蘭廳的《公共事業所屬營造物管理規
程》、台中廳《台中市場賃貸契約書》、台南廳《市場及屠畜管理規則》、澎湖廳
《市場及屠場管理規則》等，各地的要求不一，但主要就營業時間、衛生維持、
販賣人資格等進行規範，雖無明確點出度量衡相關要件，但部分州廳規定中特別
提出要求賣品價格需正確合理。261
但這並不表示，官方忽略市場中秤量正確的重要性。為了加強對對台灣市場
的管理，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在 1915 年就當時 150 多餘座魚菜市場進行調
查，而有《台灣之魚菜市場》一書出版。在該書結論中，點出台灣傳統市場的諸
多缺點，其中一點便是「秤量不正」。當中提到，在日治初期，台灣本地商人與
日本內地人交易時，常有糾紛發生，致使部分顧客在上市場的同時隨身攜帶秤
量，所幸這樣的弊端以日益減少。根據當時的觀察，各大市場在尖峰時刻，秤量
不正的情況較頻繁，此外當顧客為男性或為上流社會的婦人時，偷斤減兩的比例
較高，故呼籲市場場內監督人，需針對此現象加以嚴格監督、遏止。262
在市場買賣交易過程中，幾乎無法免除度量衡器的使用。雖然，在目前可見
的日治時代市場法規當中，並無明確條列有關度量衡器使用的條文，但根據當時
報導，反映官方對於維持市場中度量衡器的正確度，相當重視。官方以不定期臨
檢的方式，維護交易的公平性，如：1918 年 6 月，打狗支廳針對魚菜市場以及
商店進行度量衡器臨檢；2631920 年 12 月，北警察署與萬華分署，對大稻埕與新
起街264的販賣商進行臨檢等。265
260

松田純三，〈日治時期台北地區市場之發展（1895-1937）
〉
，頁 90-9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台灣之魚菜市場》，頁 42-101。
26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台灣之魚菜市場》，頁 185-188。
263
〈打狗度量衡檢查〉《台灣日日新報》
，1918.6.13，第 5 版。
264
新起街，為日治初期的萬華新開發地帶。該地域居住者幾乎均為日本內地人，因其街廓新穎
整齊，且為日人居住區域，當時被殖民政府視為模範街屋。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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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起，
「米突法」推行的過程中，各市場也是優先實行的對象，在 1930
年春，台灣島內各消費市場已被要求使用「米突法」，時間較一般官廳更早。266
三、度量衡器販賣限制
度量衡器販賣限制
為了保證市面上販售的度量衡器均經過合格檢定，控制民眾取得度量衡器的
管道，官方對度量衡器零售商的條件亦有所限制。根據《度量衡規則規定實施規
則》的規定，有意願經營度量衡器及計量器的販賣者，必須填寫履歷書交付總督
府，提出申請，內容包括：販賣所的位置、營業項目、販賣價格等。267除總督府
特許的商人外，其他商店是不被允許任意販售度量衡器。總督府嚴加評估申請者
的信用資格，並依當地狀況設定特許商的人數。而取得特許的商人，將擁有得十
年的特許期限。268
在度量衡所發行的《度量衡法令解義》中，對可能發生爭議處進一步加以說
明，例如：古物（古董）商不得買賣二手度量衡器，而文具商也不可以將度量衡
器視為文具來販售，違反者將處以 500 圓以下的罰金。269
1906 年以前度量衡器的製作與修覆，採特許制委託民營，而有供給不足的
情況，為改善此現象，1906 年 4 月起官方將度量衡器的製作、修復、買賣改由
政府直營，但零售部份仍需特許度量衡器販賣人，其人數亦較過去增加。根據歷
年資料統計，台灣全島的特許度量衡器的販賣人，人數約在 60-100 人左右，270隨
時間有逐漸增多的趨勢。以下舉 1903、1910、1930 等年的數據為例：
1903 年，度量衡器販賣者分布狀況大致如下：台北廳 15 人、基隆廳 3 人、
深坑廳 2 人、苗栗廳 2 人、新竹廳 5 人、桃仔園廳 3 人、台東廳 5 人、彰化廳 4
人、斗六廳 3 人、嘉義廳 3 人、鹽水港廳 1 人、台南廳 4 人、鳳山廳 2 人、阿猴
廳 1 人、澎湖廳 1 人，共 60 名，其中本島人與內地人各半。271
1910 年度量衡器販賣者分布狀況大致如下：台北廳、台中廳、宜蘭廳、南
投廳、桃園廳、嘉義廳、新竹廳、台南廳、阿猴廳、台東廳、澎湖廳、花蓮港廳
的度量衡器特許商，依序有 20 名、10 名、2 名、2 名、8 名、6 名、4 名、9 名、
5 名、1 名、1 名、1 名，共 69 名。272

265

〈稻艋檢查度衡〉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0.12.30，第 4 版。
〈新度量衡倶遵米突〉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31.1.26，第 4 版。
267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度量衡所，
《台灣度量衡法規》(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1931)，頁 30。
268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出版地不詳：度量衡所，1934(?))，頁 12。
269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頁 11。
270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歷年資料。
271
〈度量衡器販賣者數〉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03.8.18，2 版。
272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1910，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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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度量衡器販賣營業特許數大致如下：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
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澎湖廳、花蓮港廳特許商人數大致如下：29 名、13
名、19 名、23 名、14 名、2 名、1 名、1 名，共 102 人。273
以下茲以 1914 年度量衡器販賣者為例，或可對於當時特許商的身份有更近
一步的認識（參見附表 4-1）。該年度度量衡器販賣者共有 74 人，其中台人、日
人比例約占 1/2，分別為 35 與 39 人。就區域分布來看，西部遠多餘東部，北部
也較中南部多，除了城鄉差距等因素外，人口密度高低與需求量影響。
度量衡器販賣者彼此間，有時也會出現彼此削價競爭的情況。1903 年，台
北地區度量衡器販賣商內地人與本島人約共有 10 多人，由於接近台式舊衡器的
使用期限，使得各販賣商間的競爭更為劇烈。部分內地度量衡商不依官方公定價
格，以減價方式吸引顧客，引發本地度量衡商不滿而有爭執，最後官方以不得超
過二成為限，允許各度量衡商自行決定售價。274
而某些取得資格的特許商，為了牟利有時鋌而走險，有自日本內地偷渡度量
衡器的情形。不過，若一經查獲屬實，其特許資格將被註銷，並將課以罰金。例
如：1908 年，一名位於府中街的度量衡商松浦屋岡田敬五郞就因為私自引進 250
件日本內地製作的度量衡器，而被取銷特許資格，判決結果被處以 70 元罰金；
同街資生堂的中田銀三郎也因被查獲在藥籠中私藏度量衡器被破獲，不過經調查
認為其情可原，僅處以罰金。275
若依特需商的身分來看，相對來說台灣西部以台籍的特許商較多，而東部則
清一色為日籍的特許販賣者。自 1895 年 10 月 18 日，
《度量衡販賣規則》頒布後，
各地陸續有度量衡器販賣特許商的申請，根據目前所見資料，最晚在 1896 年 3
月 11 日已通過度量衡器販賣許可。276初期通過的販賣特許人以日本內地人為
主，而後陸續也出現台灣本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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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1930，頁 515。
〈度量衡販賣人の競爭〉，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03.12.27，2 版。
275
〈度量衡規則違反〉，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08.6.12，5 版；
〈射利被罰〉
，《台灣日日新
報-漢文版》
（台北），1908.7.17，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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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作為次郎度量衡器販賣許可〉，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乙種永久保存，1896.3.11，
3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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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 7 月，提出度量衡器販賣特許的蘇孝德277，國語傳習所畢業，曾擔
任嘉義廳通譯、嘉義區長兼攝山仔頂臺斗坑區長、嘉義街協議會員，並經營德記
商行、米店，並取得紳章；278同年 8 月提出申請的吳飄香279，則曾任臺南廳舊慣
調查囑託、防疫部委員、三郊組合會員，除從事度量衡器販賣外，亦為砂糖什貨
商，經營益章號。280
以下並略舉幾位出現在 1914 年的特許商名單的人物為例（參見附表 4-1）。
台籍特許商，如：桃園廳度量衡器特許商陳國治，獲頒紳章，曾任三角湧辨務署
參事、保良局長、街長、桃園廳農會代表者、三角湧興殖合股公司專務理事、三
角湧採木組合長，並擁有樟腦、官鹽及鴉片的專賣權；281新竹廳度量衡器特許商
蔡杜輝，曾任中港總理、中港街長、中港地方稅調查委員、中港公學校學務委員、
保正、頭份支廳臺四保保正、阿片煙膏販賣商，並由總督府頒授紳章。282
而日籍的度量衡器特許商，如：高橋由義，為高進商會負責人，並擔任為陸
軍御用達商，並經營碳酸飲料製造、銅鐵器具製作，為鐵道材料商、諸官衙御用
商人；283大石友次郎，除販售度量衡器外，並販賣藥品、歐美雜貨、教科書以及
婦女雜貨，並經營大石順天堂、臺南愛生堂藥房；284田中靖一，經營田中商店，
販賣牛奶、火藥銃砲、度量衡器，並從事土木建築、保險業代理。285
以上數例顯示，當時獲得度量衡器販賣台籍特許者，其身分多為地方仕紳。
絕大部分擁有多種專賣品販賣特許商的資格；而日籍特許商，部分與官方、軍方
關係密切，而偏遠地區的日籍特許商，則多半同時販售各式的商品。

277

〈蘇孝德度量衡器販賣特許及位置變更認可〉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5 年保存，
1901.07.01，4689-7-12-167。
278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
（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
，頁 235；大園市藏，《台灣人物
誌》
（台北：谷澤書店，1916）
，頁 195。
279
〈吳飄香へ度量衡器販賣特許〉，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5 年保存，1901.08，4650-8-12-99。
280
台南新報社，
《南部台灣紳士錄》（台南：台年新報社，1907）
，頁 67。
281
台灣雜誌社，
《台灣實業家名鑑》（台北：台灣雜誌社，1912）
，頁 232。
282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
（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
，頁 152
283
大園市藏，《台灣人物誌》（台北：谷澤書店，1916）
，頁 223。
284
台南新報社，
《南部台灣紳士錄》（台南：台年新報社，1907）
，頁 578。
285
台灣雜誌社，
《台灣實業家名鑑》（台北：台灣雜誌社，1912）
，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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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與宣導
一、教育
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初等教育的內容與影響，近年來頗受研究者重視，透過教
科書內容的分析，可對當時的教學實況作精緻的探討。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教育，
各學科間內容緊密結合是其一大特色，度量衡的教材，除了經常性地在算術課本
中出現外，亦融入其他科目中，特別是授課時數較多的國語課。以下將透過分析
教科書，特別針對「國語讀本」286與「算術書」的內容，探討當時官方是如何透
過教育將「度量衡」呈現在學童面前，並進而影響一般民眾。
（一）背景
領台之初，台灣總督府便已計劃透過學校教育，將度量衡知識傳達給學童。
歷年來的教育令中，多半列有與「度量衡」相關之規定，如：1896 年 6 月 22 日
以府令第 15 號所頒布的《國語傳習所規則》，在其第十七條中即提到：
算術的教授先是 20 以下之實物及記號，使其知四則運算；後漸推至百以
下之運算，並擴及珠算與台灣數字，千以上、萬以下的加減乘除與小數的
計算。初年開始逐漸授予度量衡貨幣及時刻等制度，並斟酌視土地情況，
教導與日常生活適切的應用問題，並使暗算到達熟練的程度。287
1904 年 3 月 11 日，《公學校規則改正》依府令 24 號頒布，第十二條寫到：
算術，是為熟習日常計算，為生活上所必備的知識，並使思考精確，其要旨
如下：此科最初先教導十以內的數字、數字的寫法以及加減乘除，而後
逐漸擴及百位以下數字乃至一般數字的加減乘除。及漸次授予度量衡、貨幣
以及時之計算……。288
1907 年 2 月 26 日，依府令第五號發佈的《公學校規則改正》
，其中第十二
條，對過去算術科的教學內容作了更正，其中提到：

286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共發行五個版本的國語讀本，可分為五期：第一期（1901-1903）
《台
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 1-12、第二期（1913-1914）
《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 1-12、第三期
（1923-1926）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 1-12、第四期（1937-1942）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 1-12、
第五期（1942-1944）
《コクゴ》1.2、
《こくご》3.4、
《初等科國語》1-8。
（參見：周婉窈，
〈寫
實與規範之間-公學校國語讀本插畫中的台灣人形象〉
，
《台大歷史學報》
，第三十四期，2004，
頁 89-90。）
287
台灣教育會編，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台灣教育會，1939)，頁 171-172。
（底線為筆者所
加）
288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
，頁 264。
（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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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二項「漸次及於度量衡、貨幣與時之計算」，改為「分數、步
合（比率、比值）算及比例」。第五項改正如左：算術題目，與度量衡、
貨幣及時之相關事項，選與日常生活適切者，且與其他教科目所授事項
互相連絡以示通變。289
從幾次教育令規定的變化來看，1907 年以前教育令明確規定，算術科的訓
練目標包括有四則運算、度量衡貨幣以及時間的計算。2901907 年以後，教育令
表面上不再將度量衡、貨幣與時刻等計算，列為算術科的要旨，而漸著重於數的
概念。但實際上，仍強調在其他教材內容與題目中，將相關的度量衡知識適當融
入，並與其他學科目相結合。
（二）公學校教育中的度量衡
1923 年以前，官方度量衡事業的重點，在將台灣各地紛亂的度量衡制度，
統一改用日本「尺貫制」291。此階段教材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以日式度量衡
為主，不過，公制度量衡已經在算術科教科書中以專門篇章加以介紹了。以下將
依序介紹國語讀本與算術課本中，與度量衡相關的內容。
1.國語讀本
國語課是日治時期小學教育中份量最重，教學時間最長的課程，每週上課的
時數約為 10-14 小時，課文內容取材豐富，和戰後台灣的國語教科書相比，包含
大量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實學知識，是其一大特色。292將度量衡知識納入國語教學
中即為一例，除了以文字介紹度量衡的課文外，度量衡單位也常出現在與實學相
關的課文之中，此外課本插圖中亦常可見到度量衡器的蹤跡。1895-1923 年間，
所教授的度量衡知識，採用日本舊有的尺貫制。國語讀本的內容，主要以文字與
圖片所構成，大部分的課文當中並附有應用問題。以下將課文中的度量衡相關內
容，分正文與插圖兩類依序說明。
（1）正文
在 1903 年出版的第一期國語讀本，第六卷第十一課，首度出現專為度量衡所
設計的課文。該課標題為〈モノサシ 枡 ハカリ〉
（〈尺、枡、秤〉），課文內容主
要介紹尺、枡與秤的功能，大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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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
，頁 279-280。
（底線為筆者所加）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頁 76。
「尺貫法」
，名稱由長度的「尺」和重量的「貫」而來。是日本戰前通用度量衡制，1958 年
廢止、1966 年後全面改用「公制」
。不過，及至目前傳統式的建築中，仍可見「尺貫法」的
使用。
參見周婉窈，
〈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
分析〉
，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
，台北：允晨，2004，頁 2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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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功能是用來測量長度的，其單位有尺、寸、分，可以用來測量吳
服店的布匹、樹、木板等的長度；「枡」則是用來測量容量的，有一斗枡
一升枡一合枡等，可以用來測量穀物、酒以及油等。
「秤」是用來測重量，
單位有貫、匁、分，可用來測量水果、魚等物品的重量。293
除了文字敘述外並繪有尺、枡（斗）、秤等測量工具的插圖，課後還附有應
用，要學生推測圖中的柚子的重量大概是多少294。課文的內容目的使學童了解日
常度量衡器的名稱與功能，並利用課文中的附圖（參見圖 4-5、4-6），加深學生
的印象。

圖 4-5

浮貼於課文上的等比例直尺

圖 4-6

課文所附之度量衡器插圖

第二期的國語讀本中同樣有專為度量衡所設計的課文，其第六卷的第十課，
〈モノサシ 枡 ハカリ〉295，與第一期的國語教科書有著相同的標題，但改版後
的內容更為深入、涵蓋層面更廣。除用字遣詞稍有更動外，內容新增兩段，一是
補充台灣特殊情況，二則是強調度量衡由官方檢定、製作的概念。內容除增加台
灣的穀物以「枡」測量的例子外，在文末還加了五行左右文字，說明度量衡器應
由總督府製作、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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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台灣總督府著，
《台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第一期：1901-1903)，卷六，第十一課。課文原文
為：
「モノサシワ、物ノ長サオハカルモノデ、ソレニ尺寸分ノ目ガアリマ ス。コレデ、ゴ
フク屋ナドワ反物ノ長サオハカリ、大エナドワ木ヤイタノ、長サオハカリマス。枡ワ、物
ノカサノ、オイカスクナイカオハカルモノデ、一斗枡一升枡一合枡ナド、イロイロアリマ
ス。コク物ヤ、サケヤ、アブラナドワ、ミナ、枡デハカリマス。ハカリワ、物ノオモサオ
ハカルモノデ、ソレニ貫匁分ノ目ガアリマス。果物ヤ魚ナド、イロイロノモノノオモサワ、
ミナ、ハカリニカケテハカリマス。」
台灣總督府著，
《台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第一期：1901-1903)，卷六，第十一課。應用：
「こ
のざぼんのわいくらあるとおもいますか。はかりがなくてもたいがいわかりましょお。」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第二期：1913-1914）
，卷六，第十課，頁 25-28。
課文原文為：
「モノサシワ、物ノ長サオハカルモノデ、ソレニ尺、寸、分ナドノ目ガモッテ
ア リマス。コレデ、ゴフクヤハタンモノノ長サヲハカリ、サシモノシハ板ノ長サヲハカリ
マス。枡ハ、物ノカサノ、ヲハカルモノデ、一斗枡一升枡一合枡ナド、色色アリマス。ナ
イチデハ、塩モ、サケモ、アブラナモ、皆デハカリマスガ。台湾デハ重ニコクモツヲハカ
リマス。ハカリワ、物ノ重サヲ ハカルモノデ、ソレニ貫、匁、分ナドノ目ガアリマス。
又ソノ上ニ、斤ノ目ヲモッタノモアリマス。肉ヤ、ヤサイヤ、スミナドハ皆ハカリデハア
リマス。ハカリモ、枡モ、モノサシモ、皆総督府デ ツクッタモノカ、又ハ総督府デ ケン
テイシタモノヲ ツカフ コト ニ ナッテ ヰマス。カッテニ、ホカ ノ モノ ヲツカッテ ハ
ナリマサン」（底線為筆者所加，為較前一期新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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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台灣度量衡器的製作改由官營，統一度量衡器的工作在實質上也
大底完成，這些新的變化，成為改版後的國民讀本該課課文重點。順帶一提，課
文插圖（請參見圖 4-7）右上方枡的放大圖，在其上繪有「官」字樣（圖 4-8 為
放大圖），為官方檢定印證，委託者向官方申請檢定度量衡器或計量器，檢定合
格後，便附上此一標記。296無論是正文內容或是附圖，均與官方的政策相配合。

圖 4-7

課文所附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插圖

圖 4-8：圖 4-7 局部放大（圓圈為筆者所加）

（2）插圖
除了在課本內文中專篇介紹外，課文的插圖中也可發現度量衡器的蹤跡，
如：
《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二的第十四課297與卷三的第七課〈タケザイク〉298（
〈竹
工藝品〉），即出現兩張相關的插圖（請參見圖 4-9、圖 4-10）。前者，課文內容
為祖孫間的對話，故事中小孫子問祖母剪刀在什麼地方。雖然課文中並未涉及度
量衡器，但圖中可以看見祖母正拿著直尺丈量布匹的長度；後者，則是敘述兩個
小孩在做竹製品，其中一個拿著尺量竹子的長度，另一個則在切竹子。雖然，正
式介紹度量衡器的課文要到該期第六卷才出現，但利用圖片以及其他課文，已慢
慢將度量衡器的相關知識傳達給學童。

圖 4-9 課文插圖，圖中祖母手持直尺

圖 4-10 〈タケザイク〉之課文插圖，圖中孩童正拿

丈量布匹。（圓圈為筆者所繪）

296
297

298

尺測量竹子的長度。（圓圈為筆者所繪）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出版地不詳：度量衡所，1934(?)，頁 35。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第二期：1913-1914）
，卷二，頁 20。
（本課無課名標
題。）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第二期：1913-1914）
，卷三，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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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術課本
國內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的算術科教科書研究目前並不多見，由於當時台灣教
育方針深受日本影響，以下先介紹近代日本數學教科書的發展背景：
在江戶時代（1603-1867）
，日本已出現以小朋友為對象的日常算法書。到了
明治時期（1868-1912），小學校則以「洋算」為方針。明治 10 年代，實物直觀
的算術教科書發行，明治 20 年代多數檢定的筆算書亦刊行。明治 33 年自小學校
令實施規則制定後，算數教材以筆算為主，此後算數教科書的內容變化甚大。至
於「算術」則自明治 38 年起，改為國定教科書。最初「尋常小學算術書」僅供
教師在一到四學年時使用，明治 40 年尋常小學校改為 6 年制後，算術教科書制
度修正，六年制的尋常小學學生開始使用，第三學年到第六學年各一冊。大正
13 年（1924）米突法施行，由尺貫法改為公制，次年教科書內容以度量衡為中
心大幅更動。299
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的教科設立後，經過多次的變革，至 1922 年漸趨完
備。以修業年限為六年的公學校為例，
「算術科」始終是固定有的科目。以 1922
年修業年限為六年的公學校為例，算術科是每個學年均有的課程，每週上課時數
在 4-6 小時之間，授課時數僅次於國語科。300而度量衡知識，主要即透過算術科
的課程傳授給學童。
下文先以 1909-1911 年所發行的《公學校算術科教材》301為主，分析 1924
年以前，算術科教材中，有關度量衡的知識是如何呈現的。本套教材公學校教師
在第一到第四學年期間使用。每學年分三學期，每學期 9-16 週不等，一週平均
授課四小時。內容除了條列有各式的算術問題外，並提示教師教學重點，此外教
材中第四時的練習，通常與前三時的授課內容，未必有直接關係，多為綜合性的
練習題。
依 1907 年 2 月 26 日的公學校規則改正，度量衡的教授方式，由原先的刻意
強調，改為將其融入其他算術教材中。在此套《公學校算術科教材》中，「度」
首度出現於第二學年的第二學期，該授課單元雖為 2 的乘法及其逆算，但所附的
練習，卻是安排讓學生熟悉「度制」中的尺與寸。該單元的學習重點，是使學生
了解長度是利用尺來測量，以及尺、寸間的關係。並讓學童利用日常生活中所接
觸的器物如硯台、桌子等，測量其長度、寬度與厚度，提升學生目測實物的能力。
並附有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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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海後宗臣監修，《図說教科書の歴史》
，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 1996，頁 131-168。
參見：周婉窈、許佩賢，
〈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總解說—制度沿革、教科和教科書〉
，
《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台北：南天，2003)，頁 20-24。
301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1-4(台北：台灣總督府，190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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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生的身高有四尺三寸、乙生的身高有四尺五寸，哪一位比較高呢？
二、某人在去年的體格檢查中為三尺九寸、今年則為四尺三寸，請問他一
年之間長了多高？302
有關重量的計算，則安排在第二學年的第三學期。該週授課重點為 2、3 的
除法，練習題中除與除法相關練習題外，並講授「衡制」中的斤。學習重點為：
讓學生了解物品的重量是以秤來衡量，並準備一斤、二斤、三斤…等重量的物品，
讓學生實際感受，書中並強調，這將有助於學童將來對其他物品重量的感受度。
其後附有三個相關問題：
1、豬肉的小販，買入 25 斤和 37 斤的豬肉，賣出 37 斤，還剩多少斤？又，
買入 92 斤的豬肉、賣出 47 斤，還剩多少斤呢？
2、一斤二十錢的砂糖二斤（三斤、四斤、五斤）要多少錢？四十錢（六
十錢、八十錢、一圓）可以買多少一斤二十錢的砂糖呢？
3、一斤三十錢的「魚乾」，用 90 錢可以買幾斤？303
到了第三學年，算術科的上課時數提高為五小時，度量衡相關教材在此學年
比例也大為增加，第一學期的課程中，包括：度制「丈」
、
「間」
，地積的「坪」，
以及量制「石、斗、升、合」的概念。「丈」的部分，內容主要讓學生了解一尺
為幾寸、一丈為幾尺、一丈為幾寸等，並安排有練習題。如：
甲地到乙地間的距離，用三百尺的繩子測量，量了兩次又百四十尺，請問
其距離為多少尺？多少丈？304
並教導學生「間」為測量建築物與道路時常用的單位，通常使用多少丈、多
少尺、多少間，並說明一間為六尺，一丈二尺即二間、一丈八尺為三間。講解後
則讓學生實際測量教室為多少間。並附有數題練習題，如：
兩個小朋友從兩地向同方向前進，一個步行一百三十間、另一個步行九十
間 後，兩人碰面了，請問這兩個地方的距離是多少呢？305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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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305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2(台北：台灣總督府，1910)，頁 98-99。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2，頁 176。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台北：台灣總督府，1910)，頁 32-33。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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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的部份，教導學生縱一間橫一間為一坪。書中的注意事項中，特別提
醒教師，學童常常將長度與面積混淆，因此建議教師可以塌塌米作為教材，兩個
塌塌米為一坪、四個為兩坪等。並讓學生目測，教室約有幾坪。306「石、斗、升、
合」的概念，在課堂中建議教師先問學生家中在測量米、豆之類時，使用何種工
具，當學生答出「桝」後，用「一合桝」讓學生實際感受其量。而後幾堂課教導
學生一升桝、一斗桝之間的關係。其中所附的問題，包括有：
一人一天吃四合的米，五個人的家庭一天要吃多少米呢？
某農家分別賣了二石五斗、三石七斗的米，請總共賣了多少呢？307
值得一提的是，本課所附之注意事項中並提醒教師須告知學生，營業用的桝
限用總督府官賣品，若使用非官賣品將處以重罰。308
第三學年的第二學期相關內容則包括有：度制中的「貫、匁」
，地積中的「甲、
分、厘、毫」，里程的「町、里、哩」。第三學期則介紹度制與衡制的「分」。該
學期第四週，設計讓教師在課堂上講解桿秤的構造，如竿、分銅309、緒310、目盛
311

等，並準備一斤、二斤的實物，讓學生實地操作，並說明一千匁為一貫、十斤
即一貫六百匁。312
有關地積中的「甲、分、厘、毫」，教材中說明農田與建築物以坪來計算，
而二千九百三十四坪為一甲、二百九十三坪餘為一分、二十九坪餘為一厘、一厘
的十分之一則為毫。注意事項中並提到，甲、分、厘、毫等單位是依據舊慣所規
定的，台灣地積帳簿與登記時皆使用之，並在手冊中附上《台灣度量衡規則》的
附則。比較有趣的是，書中還建議教師提醒學生「肉刺」一詞，有助於背誦甲與
坪間的換算。因為「肉刺」一詞日語讀音為ニクサシ(nikusasi)，音近 2934，而
一甲恰好為 2,934 坪，故有此說。
里程的「町、里、哩」
，上課之初先向學生說明一町為 60 間、一里為 36 町。
注意事項中則提到，除可讓學生在道路上實際測量外，並提醒教師台灣舊制的一
里約 6 町，日本一里為其 10 倍，日後亦可利用機會告訴學生。此外，火車的里
程單位使用哩，一哩為 15 町，一里為 2.5 哩。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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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39-40。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43-48。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48。
砝碼，在此指桿秤上的秤錘。
即桿秤上的線。
度量衡器上的刻度，在此指桿秤上的刻度。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125-128。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頁 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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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的第三學期則安排講解度制與衡制的「分」，並讓學生了解與地積
的分、分數的分性質與讀音的差異。314第四學年，則在第三學期的第五週、第六
週，講解地積與面積的單位。如：町、段、畝、坪等。315
而依 1914 年公學校教授細目，算術科在第五學年的第三學期，講授米突制
度量衡與其他外國度量衡的相關內容。包括：米突法以及外國度量衡的長度。教
授要項包括：米突法的基本單位、補助單位，以及換算。碼、呎、吋間的關係，
公里、哩、浬、里間的關係與換算；以及公升與合的比較；公斤、公克、磅與斤、
貫、匁間的換算。316並教授「米、粁、糎、粍、瓦、瓩、封度、噸」317等特殊度
量衡單位文字的使用。在《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期的課本中，米突制
度量衡、英美製度量衡與尺貫制度量衡間的換算，佔了將近 1/4 的篇幅。318內容
主要著重於長度、重量、面積以及體積單位的比較。以長度為例，該課開宗明義
的列出公制與尺貫制的長度換算：
[長さ]
1 メートル

（米）＝3.3 尺

1 キロメートル

（粁）＝1000 メートル

1 センチメートル（糎）＝0.01 メートル
1 ミリメートル

（粍）＝0.001 メート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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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ヤード（碼）=3.01747 尺

約3尺

1 ヤード＝3 フイート（呎）
1 フイート＝1.00582 尺

約1尺
320

1 フイート＝12 インチ＝8.382 分

約8分

課後並附有二十多題的應用問題，如：「學生的身高，甲生為 135 糎、乙生
為 1.55 米，丙生為 4 尺二吋，哪一個學生最高呢？」321、
「十五吋半的洋服衣領，
322
是幾尺幾寸呢？又一尺一寸八分的衣領又是幾吋呢？」 此類的問題。從課文與
例題中可以發現，課程中即使列有公制度量衡以及英美制度量衡，但僅是輔助的
單位，基本上還是以尺貫制作為比較的標準。此外，在《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
的第 3-6 學年的課本後的附錄，均備有「諸等數一覽表」、「度量衡一覽表」等，
以及等比例直短尺的繪圖，方便學生隨時查閱，並依學年逐漸增加其複雜度。
31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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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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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3 ，頁 224。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科教材》卷 4 (台北：台灣總督府，1911)，頁 303-323。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教授細目》(台北：台灣總督府，1914，算術科教授細目)，頁 83-84。
度量衡單位漢字，其相關比例與換算等，請參見附表一。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14）
，
頁 95-124。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年）》
，頁 95。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年）》
，頁 96。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年）》
，頁 97。
台灣總督府學務部，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 5 學年）》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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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此階段公學校的算術科教材，介紹度量衡的內容，被打散在各學年間。
課程的安排，將度量衡相關知識，穿插在純數字演練中，因此出現的時機多與前
一堂課的內容無直接的關連性。若依學年做比較，以第三學年以後，份量逐漸增
加。就內容而言，因當時仍以「尺貫制」為主，單位間的關係相當繁複，對學童
來說恐怕是不小的負擔。不過，教材設計中，每教過一項主題後，其後的例題便
會將已經教過的度量衡單位，適度融入例題當中。透過反覆的計算與換算，應有
助於學生熟習慣用的度量衡單位，比起密集性的安排相關課程，這樣的方式應更
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與記憶。
順帶一提，在公學校商業科課程中，也加入不少度量衡相關內容。商業科課
程安排於公學校教育的第三到第六學年。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的〈米を賣る店〉
（〈米
店〉）一課，教學目標為教授合格與不合格桝間的差異，並讓學生實地使用；
〈茶
を賣る店〉（〈茶店〉）一課，讓學生區別合格與不合格的秤，同樣提供學生實際
操作的機會；〈吳服店〉一課，講解正確的尺度與違法的尺度。此外，在教授細
目當中並提醒教師可講解度量衡相關法規，並讓學生練習度量衡的使用。323到了
第五學年，則安排四小時的教學時數，專門複習度量衡相關知識，包括：衡器的
種類、度量衡的取締與製作檢查法、米突法度量衡、「ヤード•ポンド法」
（yard-pound，英美制度量衡）、中國度量衡大要，以及度量衡使用注意事項等，
並安排度量衡器的實地操作。324
在實際翻閱 1910 年代的公學校算術教材後，可發現由於尺貫制複雜，對當
時學生的學生而言，負擔恐怕相當沉重。原因在於，尺貫制的進位方式並非完全
為十進位，其中又夾雜 6、16、36 等倍數關係，並且同樣的單位名稱有時又同時
使用於長度、重量、面積的方面，例如：
「分」
，雖用在不同場合發音略有不同，
但要清楚的記憶、區分恐怕不是件輕鬆愉快的事。而後在 1920-30 年代，相關主
管機關，便曾以「有利學生學習」為理由，大力推動「米突制」度量衡。
二、社會推廣
（一）保甲政令宣傳
除了針對學齡兒童外，官方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亦有柔性宣導的部份。不過，
主要是透過地方基層士紳如：保正、甲長等作柔性勸說，而未見官員並非以演講
方式南征北討宣傳。其原因大抵有二：一來日治初期台灣人當中解日語者並不
多；二來日式度量衡與清代民間慣用的度量衡系統，數值相去不遠，差異只在「標
準化」與否。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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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教授細目》（商業科教授細目）(台北：台灣總督府，1914)，頁 8-9。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教授細目》（商業科教授細目）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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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張麗俊（1868-1941）擔任葫蘆墩下南坑第一保保正時期的日記內
容，作為官方透過保甲推行日式度量衡的實例來探討。
張麗俊，字升三，號南村，今台中豐原人。十三歲入漢學從師，二十六歲時
考上秀才，至日本統治為止，共有十五年的漢學經驗，有相當程度的漢學基礎。
日本領台後，張麗俊自 1899 年開始任下南坑第一保的保正，至 1918 年因官司纏
身始卸任。1912-1918 年間，同時也擔任葫蘆墩區十九保聯合會議長。1926 年擔
任豐原街協議員，共連任 3 次，計 6 年之久。除任公職外，張氏又先後擔任：葫
蘆墩興產信用組合常任理事、豐原信用組合理事、富春信託株式會社常務理事、
富春製冰會社的監事、豐原水利組合組合員。1917 年開始，張麗俊被推選為慈
濟宮的修繕總理。325張麗俊一生當中，約 20 年的時間擔任保正，且時間集中在
日式度量衡推廣階段，故以之為例應有其代表性。
日本領台之初，為了建立有效的殖民統治體制，故改良清代的保甲制度，作
為基層行政的輔助機構。透過保甲組織，使殖民政府的公權力直接深入台灣社會
的基層。部分清代已為地方領導的人士，日治以後紛紛被網羅至殖民行政體系，
「保正」便為其中一環，並成為殖民當局和台灣民眾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326
1899-1918 年間張麗俊擔任下南坑第一保的保正，透過他日記中的書寫，可以一
窺日本當局如何利用保甲制度來推展其度量衡政策。
1906 年 4 月 30 日，總督府頒布《台灣度量衡規則》，將度量衡販賣收歸官
營，至此台灣的度量衡制度的雛型大致完成。在張麗俊的日記中，數次提及他參
加支廳保正集會時，官方對度量衡制度所作的相關宣導。如其 1906 年 5 月 28
日的日記中記載：
廳長北島國助君批評，凡保正乃是…。又諭規現時度量衡歸總督府製造，各
民人凡田租之收益，入米十石以上者，即當購買一組，否則要受罰云，餘無
關重，亦難備載。…。327
有關政令宣導的記錄，在其爾後的日記當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廳長北島國助宣諭云：各保內凡有米十石以上者，即要購斗升合勺，五件為
一組，前日業經言明，保正尚有未報，何人要買何也。…328(19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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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2000-2004)，頁 3-12。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5)，頁 60-72。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頁 67-68，(1906.05.28)。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頁 78，(19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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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一時往役場，區長、保正俱在座，支廳長北島國助來諭云：…前年六月
三十日，各保報告保內殷戶購買度量衡，今於本月七、八、九三日，在支廳
賣出，各宜通知保內人民焉。…329(1907.01.04)
晴天，往墩，到役場詢明各保購買度量衡事情如何，適佐浦在此錄名寄帳，
言各田有七分以上者，定要派他買量壹組，後到永昌商行，巡查籐（藤）崎
亦是言此事。330(1907.01.10)
支廳長城與熊君開會云：（一）度量衡秤宜循規矩…。331(1908.02.06)
十一時餘警部補田中忠次郎代之廳長臨場會議，…，並度量衡等件，非總督
府製造不可，誤用定要受罰…。332(1908.05.01)
晴天，…，又往聯合所赴保正會議…。(三)度量衡關係之件…。333(1916.05.15)
由日記的記載可見，地方官廳在《台灣度量衡規則》頒布後，多次宣導官製
度量衡的購買，並要求地方保正通知境內的富戶購買事宜，且需將購買的名單回
報官廳。一直到 1916 年支廳仍在保正會議中提及度量衡相關事務，頻率高且持
續多年，一方面顯示了地方官廳對此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可發現，初期宣導功效
似乎並不佳，民眾多採取觀望的態度。
以張麗俊為例，他身為保正，為度量衡政策宣導的第一線，但卻直到法令頒
布後的兩年 1908 年的 5 月 2 日，他才到度量衡器所購買「官大斗」334，由此可
見一斑。此外，在保甲會議中仍須一再重申「度量衡宜循規矩」等事項，均顯示
並度量衡政策尚未徹底落實。這與官方宣稱 1906 年後，度量衡改正已大致完成
的說法，稍有出入。不過，大體而言在官方政策轉趨強硬後，民眾多半依法辦理。
（二）度量衡器展示
除了學校教育與社會宣導外，民眾生活週遭所能接觸的社會活動，也是影響
民眾的方式，如於展覽會當中進行度量衡器實物展示，雖然影響者可能不若前兩
者眾，但在大眾媒體尚未發達的日治初期，也不失為一種推廣的方式。
十九世紀的日本，經歷明治維新的變革，派遣使節與學生前往歐美參訪，受
到歐美的博物館以及與萬國博覽會等的衝擊，而將博物館與展示的觀念引進日
本，逐漸發展出完整的博物館展覽系統。其中包括了展覽會與博物館，前者屬於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頁 158，(1907.01.04)。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頁 160，(1907.01.10)。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5，(1908.02.06)。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41，(1908.05.01)。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四），頁 339，(1916.05.15)。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41，(190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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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場地，後者則是固定的展示場所。335到明治後期到大正時期，因戰爭的影響
跳脫歐化主義而走向軍國主義，使日本國內對文物保存愈加重視。此階段的發
展，主要是物產陳列館出現，帶動區域性產業的振興。此階段日本的博物館導入
了主題式的展示，展示的內容不再侷限於產品的陳列，為了發揮博物館的教育機
能，在展示中大量運用了互動式、參與式的手法。336
1877 年，日本政府以「助工藝之進步、開物產貿易之利源」為宗旨，於東
京上野公園開辦「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正式將西方博覽會引進日本國內，
希望藉此處近日本國內的工商業發展。在此次博覽會中引進了審查的標準，讓「標
準化」進入日本的博覽會展示中。這種精神在日後的品評會、共進會、博覽會等
各種形式的展示中，也成為官方宣示或主導工商業發展的工具。337
勸業博覽會的成功，讓日本政府決議以約五年為一期陸續舉辦，至 1911 年，
共舉辦了五次，其中 1903 年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並成為臺灣登場的舞台。
此次博覽會中共有 10 個主題館，在整個動線的終點設置了台灣館，被認為是整
個展覽中的壓軸。338在當時台灣館的諸多展示中，度量衡器亦是當時展示的重點
之一。339臺灣館的展覽品，主要可分為官廳出品與民間兩種。官廳部分主要陳列
在「篤慶堂」
、
「樓門左右兩廊」以及「仿篤慶堂陳列場」
，民間部分則集中在「各
340
類陳列館」
。 其中有關度量衡器展品，放置在「仿篤慶堂陳列場」出口的兩旁。
在大眾傳播還不勝發達的二十世紀初葉，展覽會與博物館成為當時度量衡知
識推廣的管道之一。當時就日本官方的眼光，即便是日本國內，民眾的度量衡相
關知識仍普遍不足，因此在常須透過舉辦展覽的方式推廣度量衡。例如：1920
年，東京府廳的度量衡課便與度量協會合作，於東京御茶之水舉辦展覽，展示各
國度量衡器，以及日本自古以來的相關器具；3411921 年在東京所舉辨的「計量
博覽會」中，甚至展示了同樣的枡，在使用方式不同的情況下，所可能產生的測
量誤差量，提醒參觀民眾堤防不肖商人偷斤減兩；3421922 年，日本計量革新會，
也在大阪主辦「計量博覽會」
。在台灣，
「展示」同樣是總督府用來推廣度量衡的
方法。日本統治台灣後，模仿其在日本國內的方式，在地方上舉辨各種「物產品
評會」，設置「物產陳列所」，並準備舉辦大型博覽會。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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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鳳英，
〈展示學在摩物館中的知識建構：以日本博物館展示為例〉
，頁 161。
（收錄於王嵩山
主編，
《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5。）
336
耿鳳英，〈展示學在摩物館中的知識建構：以日本博物館展示為例〉，頁 163。
337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2005)，頁 79-87。
338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頁 113-118。
339
月出皓編，《台灣館》(台北：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台灣協贊會，1903)，頁 81。
340
劉融，〈日治時期台灣參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頁 71-72。
341
〈昨日の英文欄 度量衡展覧會〉，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1.05.26，第 3 版。
342
小泉袈裟勝，
《図解単位の歴史辞典》
，頁 23。
343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頁 197。
91

1911 年 2 月 1 日，在台南舉辦了「南部聯合共進會」
，當時的台灣總督佐久
間左馬太並親自前往參觀。此次的聯合共進會，主要由台南、嘉義、阿猴三廳農
會聯合舉辨，分為本館、一號館、二號館、三號館，二號館即為工業館，其中除
三廳生產的工業品外，344並展示有殖產局權度課所出品的各種度量衡器。345

圖 4-11

1911 年南部三廳聯合物產共進會之度量衡器展品

第三節 民眾的肆應
透過日本官方的統計資料、調查紀錄，雖可了解台灣度量衡統一大致的發展
脈絡，但卻較難看出當時的台灣民眾對此制度改變的觀感。以下將利用日治時期
的小說、報紙及日記等材料，觀察日治時期台灣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度量衡。
小說部分主要採用賴和的小說，報紙則以台灣日日新報為主，日記資料則採
用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這些資料雖然不能涵蓋日治時期民眾在生活中
使用度量衡的所有面向，但仍有其代表性，選擇以這些史料作為分析對象，主要
基於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選擇賴和的小說作為分析對象，主要考量的是賴和的身分背景以及其
與度量衡的關係。賴和（1894-1943）
，受完整的日本式教育，畢業於總督府醫學
校，是當時社會上的菁英分子。他的小說〈一桿「稱仔」〉中，藉由「稱仔」批
判日本殖民統治的剝削，此篇短篇小說常被視為是批評日本殖民壓迫的代表作。
此外，在賴和的其他小說作品中亦多次提及《度量衡法規》，而他描寫的小人物
在故事情節中也不免與度量衡接觸。大多數的作家在撰寫小說的同時，不免會將
其社會關懷，投射在文本當中，或許也可藉此看出賴和對度量衡制度的主觀批判。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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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聯合物產共進會彙報〉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1911.2.01，第 4 版。
台灣日日新報社，《台灣寫真帖》第 2 卷第 2 集，(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5)，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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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
，作為實際的例子，觀察時人如何使
用度量衡。張麗俊舊學出身，為地方社會領導階層，在地方上有極大的影響力。
且在 1899-1918 間擔任下南坑第一保的保正，保正是日治時期推動行政事務的基
層組織，因此有關度量衡制度的推行，在張氏的日記中也有所著墨。由於張麗俊
的日記，在寫作當時因為沒有考量到被後人「窺視」的可能，三十年來巨細靡遺
紀錄，如實反應了他的生活。因此，亦可透過日記觀察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
度量衡。
再者，利用《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目的在觀察當時民眾使用度量衡的情
況，以及當時日本官方以何種方式向民眾宣導度量衡的相關法令。《台灣日日新
報》是由 1896 年創刊的《台灣新報》與次年創刊的《台灣日報》，在 1898 年合
併而成。到 1944 年因物資短缺與官方希望進一步控制新聞的考量，而與其他五
家報紙被合併為《台灣新報》。《台灣日日新報》出刊期間長達 47 年，是台灣總
督府發行的第一大報。 雖然《台灣日日新報》為官方的報紙，但因發行時間較
長、範圍較廣，因此透過其中的新聞、專論或是廣告，應藉此瞭解當時台灣的狀
況。
賴和與張麗俊，分別代表日治時期兩個不同的世代，透過兩人的書寫，並以
《台灣日日新報》為輔助，本節希望能夠藉此不同面向的史料看出民眾與度量衡
間的關係。如：台籍知識份子對度量衡制度的觀感為何？台式度量衡在日治時期
是否如官方預期的消失？以及民眾使用日式度量衡的比例高低等問題。已下將先
探討賴和小說作品中的度量衡；接下來則是利用張麗俊的日記，了解他在擔任公
職時如何推廣度量衡，以及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他使用何種的「尺度」來紀錄週遭
事物。最後，則是利用《台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觀察當時民眾在度量衡統
一過程中的態度。
一、知識分子的觀感

346

在賴和的小說當中，有兩篇直接與度量衡制度有關，分別為〈一桿「稱仔」〉
與〈阿四〉347，除了故事情節的鋪陳外，他也作品中抒發個人對時局的批判。

〈一桿「稱仔」〉一文，完成於 1925 年 12 月 4 日，最早發表在 1926 年 2 月
14 日、21 日的《台灣民報》92-93 號。348故事的內容，敘述主角秦得參349自幼處
境可憐，長大後又為貧病所苦。走投無路下，只好向鄰居借了一桿「稱仔」在市
場零售蔬菜，但卻遭到巡警以《度量衡規則》「無理」取締，以至鋃鐺入獄，不
堪打擊最後瘋了，故事以夜巡的警察被殺作結。賴和在此篇小說中寫道：
346
347
348
349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台北：前衛，2000)，頁 43-55。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265-275。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55。
秦得參，與台語「真的慘」發音相近，帶有隱喻主角命運多舛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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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巡察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
多，他們的高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
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
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350
在小說中，賴和批判的不是「度量衡制度」的本身，而是故事中巡警的執行
不當，以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種種束縛。在〈阿四〉一文中，也透露出類似的訊
息。〈阿四〉一文為賴和的殘作，創作日期不詳。故事內容中的主角阿四是一位
醫學校的畢業生，熱心參加於社會運動以及文化講演會，並投入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賴和自傳式的小說，文中提到：
誰想開業以後，不自由反覺更多，什麼醫師法、藥品取締規則、傳染病法
規、阿片取締規則、度量衡規則，處處都有法律的干涉，時時要與警吏周
旋。他覺得他身邊不時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視他，有法律的繩索要捕獲他。
他不平極了，什麼人們的自由？竟被這種無有意義的文字所剝奪呢？但他
空曉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脫的方法來。351
在〈一桿「稱仔」〉與〈阿四〉中，雖然賴和對度量衡法規的設置有所批判，
但與其說反應他對度量衡法規的不滿，不如說是厭惡日治時期律法的重重束縛。
乍看之下讀者或許會對賴和的態度感到不解：賴和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
為何他會對這些「近代化」的法令如此抗拒？以〈一桿「稱仔」〉一文為例，警
察依法取締小販不當使用度量衡器，站在執法者的立場也未必不合理。在文中，
主角秦得參後來遭到監禁，起因於與巡警交易時的糾紛。以下為較有爭議的一段
內容：
「花菜賣多少錢？」巡警問。
「大人要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參說。他就擇幾
經好的，用稻草貫著，恭敬地獻給他。
「不，秤秤看!」巡警幾番推辭著說。誠實的參，亦就掛上稱仔稱一稱。
說：
「大人，真客氣啦!纔一斤十四兩。」本來，經過秤稱過，就算買賣，
就是有錢的交關，不是白要，亦不能說是贈與。
「不錯吧？」巡警說。
「不錯，本來有兩斤足，因為是大人要的…」參說。
……
撲的一聲，巡警把稱仔打斷擲棄，隨抽出胸前的小帳子，把參的名姓、
住處，記下。氣憤憤地，為警署去。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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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47-48。
（底線為筆者所加）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267-268。
（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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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此段文字的解讀，由於受賴和本人書寫的角度影響，大多認為巡
警之所以逮捕秦得參，是因為他居然真的把生菜過秤，打算跟巡警收錢，巡警惱
羞成怒所致。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秦得參在討好巡警的心態下，少報斤兩，
倒也的確是觸犯了當時的度量衡法規。
1925 年一月起，總督府方面為了解決商品的實量不足日益嚴重的情況，實
施「商品的量目取締」，353加強取締名實不符的商品。由此可見，巡警指稱秦得
參犯法也並非不合理，只是看在台灣老百姓眼裡不免太不通人情。
仔細閱讀賴和的小說後可發現，賴和批判的是日本殖民體制對台灣人民強加
的種種壓迫，至於這些壓迫所帶來的近代化與便利性，並非賴和著重的焦點。由
於當時度量衡制度的統一，帶有「強制」的手段，因此看在賴和這樣的知識份子
眼中，這樣的法規、制度也被視為殖民政府壓迫台灣人的工具了。
賴和的小說中也出現不少使用度量衡的場景。這部分偏向日常生活的描寫，
或可看出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與使用度量衡。〈一桿稱仔〉中有以下一段敘述：
一天早上，得參買一擔生菜回來，想吃過早飯，就到鎮上去，這時候他的妻
子才覺到缺少一桿「稱仔」。「怎麼好？」得參想，「要買一桿，可是官廳的
專賣品，不是便宜的東西，那而來得錢？」他妻子趕快到隔鄰去借一桿回來，
幸鄰家好意把一桿尚覺新新的借來。354
〈一桿稱仔〉成文的時間距離 1906 年度量衡器改為官營已有二十年，從文
中可以發現，當時民眾對度量衡專賣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並透露了度量衡器取
得對當時一般民眾而言是不小的負擔。根據 1928 年官定的度量衡器販賣價格
表，以一支可秤量三十斤四貫八百匁355的桿秤為例，甲種價格為 3.96 円、乙種
價格為 4.13 円356，相當於 1920-30 年代台灣 100 斤紅甘藷的價格，或初任小學女
教師十分之一的月薪。357這樣的售價對一般民眾來說，的確是不太便宜。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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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49-50。
（底線為筆者所加）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
《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26)，
頁 531。
賴和著/施淑編，
《賴和小說集》(台北：洪範，1994)，頁 27。
日治時代尺貫制與公制間的換算，請見附表。三十斤四貫八百匁換算為公制，約為 22.05 公
斤。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度量衡器販賣價格表》，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1928，頁 53。
乙種價格較高，適用於澎湖、台東、玉里、太湖、枋寮、恆春等較偏遠的地區，其餘地區則
依甲種價格（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
《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
，出版地不詳：度量衡所，1934(?)，
頁 12。）
。
1926 年，100 斤上等紅甘藷為 4 円；1930 年代，初任小學女教師的月薪則為四十円上下。
（參
見：陳柔縉，《囍事台灣》
，台北：東觀國際，2007，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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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和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現與度量衡有關的作品，如〈豐作〉一文。
〈豐作〉
首度刊載於 1932 年 1 月 1 日的《台灣新民報》
，內容在描寫製糖會社偷斤減兩，
迫使蔗農辛苦工作的成果付諸流水。
他們不惜工夫，將另一台甘蔗仔細量過，暗作記號，和別的一齊給搬運機
關車牽走去。經過磅庭，領出甘蔗單…，差他們量過的約四千斤，那個種
蔗的人看到這款式，不待委員的指示，便去請警察官來立會，要求從再磅
看。…「敢是這秤量器有故障？」「不一定，我們來試試看。」兩個甘蔗
委員，和一個警察大人，便同時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結果，
自己也好笑起來，三個人共得二十七斤。358
製糖會社偷斤減兩的情況由來已久，日本當局為了避免會社與蔗農間的糾
紛，在 1909 年制定了「甘蔗計量用衡器取締規則」
，要求各地方官廳在製糖期間，
必須前往製糖會社檢查量衡器是否精準。故事的內容多少反映地方官廳的執行不
力，以及製糖會社在相關法規頒布的二十多年後，仍利用在度量衡器上動手腳，
剝削蔗農謀取利潤。
此外，從種蔗人積極爭取自身權益的過程中也可發現，當時部份蔗農已具備
度量衡的相關知識，並懂得藉此揭發會社的不法情事，同一篇小說中也寫到：
在麵店仔食中午的時候，各個蔗農所談論的一樣是關於今年的甘蔗，怎麼會
這樣無重量的問題，講各人雖然都曉得講，卻無一個人要去根究它無重量的
原因。359
小說中，絕大部分的蔗農雖然隱約意識到，該年甘蔗重量不尋常，但卻缺乏
尋根究底的勇氣，這也或許是製糖會社得以長年矇騙蔗農的原因。透過賴和的小
說，一方面可發現日治時期度量衡的推廣是透過強制的手段運作；一方面也可發
現部分民眾雖已具備相當的度量衡知識，但面對製糖會社的剝削時，卻無法捍衛
自身的權益。
二、地方人士的生活實例
大部分日記由於書寫的當時沒有公開的打算，因此相較於小說或許更能貼近
於作者的真實生活。以下本文將以《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主軸，並輔以《灌園先
生日記》、霧峰林家的帳簿資料等，透過其日記等私文書的記載，以當時地方人
士的生活實例，觀察時人使用度量衡的狀況。

358
359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頁 177-178。
賴和著/施淑編，《賴和小說集》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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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竹居主人日記》共有 10 本，紀錄的時間從 1906-1937 年，歷時約三十
年。已有不少學者將此作為了解二十世紀前半台灣社會變遷的重要史料，進行不
同議題的研究。360《水竹居主人日記》相較於目前已出版的日記中內容較完整，
且書寫的時間恰好在度量衡法規制定的前後。加上作者張麗俊的保甲身分與度量
衡制度推行密切相關，因此本文選擇以其日記為史料，探討日治時期的度量衡。
張麗俊所擔任的公職以及民間工作，前者如保正、後者如慈濟宮的修繕總
理，這些角色使他與度量衡制度產生密切的關係。此外，又因為張麗俊為一家之
主，需處理家中收租事務，並且偶而負責家中的採買，並有豐富的旅遊經驗，在
日常起居中有不少使用度量衡的機會。他擔任保正時期的部份，在上文中以論
述，故以下僅以他在慈濟宮時所接觸的度量衡，及一般生活中的度量衡經驗稍作
分析：
（一）慈濟宮與公量
慈濟宮是葫蘆墩（今豐原）市街發展的中心，創建於清雍正年間，信仰天上
聖母。1917 年開始，張麗俊被推選為慈濟宮的修繕總理，在其主事重修下，慈
濟宮展現了不同於一般廟宇的俗豔瑰麗，而有文雅的風貌。在擔任修繕總理之
前，由於擔任保正工作並為地方領導階層，張麗俊與慈濟宮的關係便相當密切。
1910 年 4 月 11 日，張麗俊在日記中提及慈濟宮的「公量」361問題。當天午
後，張麗俊與葫蘆墩、下南坑等多為保正，前往役場會同區長一起討論存放於慈
濟宮的墩街「公量」。墩街「公量」放置於慈濟宮在張麗俊記載當時已有百餘年
之久，供墩街居民使用，民眾使用時需負擔「量費」，每年所得的量費便供慈濟
宮的和尚支用。不過因為主持的和尚，因驕淫奢侈、不守僧規、多犯眾怒等緣故，
使區長打算向支廳申請一支新的公量以分其利，而與該地各保正商議。商議的結
果是撤換慈濟宮的主持，以免慈濟宮喪失其仰賴的經費。362
由此可知，日治時代仍延續清代「公量」方式，將量衡器放置於公共場所，
如廟宇等地供民眾使用，並酌收量費作為廟宇平日所需的經費來源。《台灣慣習
記事》中，曾刊登〈管公量的〉363一文，介紹台灣的特殊行業「管公量的」，此
種行業專門在市場或碼頭出租度量衡器，或者代客秤重、度量以收取酬金。以上
的紀錄均顯示，即便到日治時代，部分度量衡器由於造價昂貴，除了富戶之外一
般民眾並無法負擔，因此仍需仰賴公共的度量衡器。
360

361
362
363

台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中：中縣文化局，2005。其中收
錄十二篇論文，利用《水竹居主人日記》
，分別探討政治、宗教、社會、科技、醫療等面向。
此處的公量所指為公秤，《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341，(1910.04.11)。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341，(1910.04.11)。
台灣慣習研究會編，
《台灣慣習記事》6 卷 7 號(台北：台灣慣習研究會，1906)，
頁 629；台灣省文獻會，
《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
，6 卷 7 號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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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生活中度量衡的使用
張麗俊出生於 1868 年，歷經清代與日本統治時代，從他日常生活的度量衡
經驗，或可看出日治時期度量衡統一的成效。由於度量衡的使用與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因此《水竹居主人日記》中關於度量衡單位的記錄不勝枚舉。在張麗俊所
處的時空背景中，他所能接觸的至少有四種不同系統的度量衡制度，即台式、日
式、公制以及英美系統的度量衡。不過，由於「公制」度量衡的推行，主要在
1924 年後才開始，且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也要到 1930 年代才開始出現，故在此
章中先略過不談。以下分別就日記中對度量衡的記載，稍作整理，觀察他使用度
量衡單位的情況。
1.台式
日治以前，清代台灣地方各地方的度量衡並不統一，且因未達到「標準化」，
因此各單位間常有些許出入。根據日治初期對清代的度量衡調查中得知，清代所
使用的尺、斤與而後引進的日尺、日斤相差並不遠。其原因在於日本傳統的度量
衡制度同樣沿襲自於中國，因此台灣與日本所使用的長度與重量單位，在轉換上
難度並不高。但「量」器則不然，台灣所使用的升斗量器種類甚多，與日本所使
用的系統差異頗大，因此在轉換上並不容易。364
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使用尺、斤等單位時，他並沒有特別標明為日式或台式，
因此較難辨識，不過兩者間的數值差距並不大，故暫略而不討論。其中較特別的
是在涉及租谷問題時，張麗俊會在日記中會標明：過去是使用何種斗、與日式的
「官大斗」換算的結果為何，例如：
將此田向來租谷百四十道斗退下百四十石官五升斗…。365
將大湳仔佃人家查某、舊社佃人賴萬福二處租谷合兌與他，每十石折九三斗
額，價金二十七員。366
午後，將此公田一甲九分四厘餘，原租滿斗六十三石，今定官大斗四十二
石，又帶水租股二石…。367（底線為筆者所加）
其中提及的清代斗式包括：九三斗、滿斗、道斗等。根據 1899 年《台灣度
量衡調查書》368的調查，當時台中縣下通用的量制，有以下幾種：在葫蘆墩與大
甲地區多使用「九三斗」，一斗折合約為 5.97 日斗；此外在台中(大墩街)地方則
多使用明鄭時代所遺留「道斗」
，一斗約為 5.27 日斗；彰化地區則使用滿斗，一
364

〈度量衡之普及〉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10.19，第 4 版。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88，(1908.09.04)。
366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二），頁 373，(1910.06.10)。
367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三），頁 122，(1911.10.10)。
368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
《台灣度量衡調查書》，頁 51。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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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折合日斗約 6.74 斗。以九三斗的記載為例，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一直到 1931 年
仍出現相關記載369。
可見雖然自 1903 年開始，日本當局即致力於以日式度量衡取代台灣舊有的
度量衡已有一定成效。但受過去契約訂定的影響，在日記中張麗俊仍需要記載清
制斗與日式斗之間的單位換算。此外，台式面積單位中的「甲」370，也多次出現
在張麗俊的日記當中。
2.日式
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
「斤」
、
「尺」為其作常使用的度量
單位，容積部分亦常使用「官大斗」，除此之外能明顯區分為日本尺貫制特有的
度量單位有：坪、間、町、步371等。相關記載包括：
晴天，往墩，到役場詢買林慶藻田厝，而厝另要畫圖證明其圖面之坪數係
如何算法焉。372
少頃，散會，因與二保正家星輝言，我庄兩保合應修繕之道路延長，總計
五百八十步，君之保內十四甲，應修理三百六十步，我之保僅九甲，應修
理二百二十五步，…。373
閱新聞報，件台中廳管內被前月暴風雨損害…田畑流失五百町，入砂一千
五百九十七町，浸水七千八百四十一町…。374
晴陰天，在五分線透鐵道之地點仝高橋央、陳清泉並世藩等定路界，因此
路低俠又區而崎，欲增造高廣面三間，長七十□間，工料金八百円…。375
縱覽後囑託員率一行五十四人下合脗坪視蕃人之住家，又那哮溪觀鉛橋，
高三丈廣一坪，長百三十三間，…。376
以出現的頻率來看，張麗俊的日記中，以日式單位的紀錄為最多，日常使用
的單位，諸如對長度、重量、面積的敘述，除使用台灣甲外，大多數仍以日本制
為主。
369
370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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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八），頁 427。(1931.09.14)
台灣的地積制度，受荷蘭統治影響，有較特殊的面積單位--甲，荷蘭時代，約以十畝為一甲，
此種地積而後繼續沿用，清代雍正九年（1731）
，改十一畝為一甲，換算為公制約為 0.9699
公頃。
一坪為 3.3057851 平方公尺、一間為 1.81818 公尺、一町為長度單位時等於 109.0909 公尺，
為面積單位時等於 0.991736 公頃、一步為 0.99173554 公畝。其他日治時代尺貫制與米突制間
的換算，請見附表。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一）
，頁 58，(1906.05.09)。
（底線為筆者所加）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三）
，頁 55，(1911.05.12)。
（底線為筆者所加）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三）
，頁 116，(1911.09.26)。
（底線為筆者所加）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八）
，頁 80，(1929.08.01)。
（底線為筆者所加，
空格處為原文闕漏）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八）
，頁 466，(1931.12.08)。
（底線為筆者所加）
99

3.英美制度
台灣由於與歐美國家經貿上的往來，因此對英美制度的度量衡制度亦有所接
觸，雖未透過國家公權力強力宣導，但民間亦有使用。在張麗俊的日記裡，有關
英美制的度量衡提及的比例相較前者相對較少。日記中提及時，主要與機械及航
運有關。如：
今年會社變更，創設製氷，成績頗不惡，但當初計算氷片銷售只本郡下街庄
及東勢郡一部，故製氷機五噸377，日夜成氷三十八片，暑時不足寒時宜停。378
雇專用自動車兩台，欲往鵝鸞鼻燈塔乃台灣八景之首也，…。遂驅車到燈
塔，…，言高六丈，周圍內圓將一丈二尺，…，夜裡點燈，二十海里379之遙
即能望見云…。380
晴天，我仝海浪等五人做六時餘列車，…，合新聞社幕往東京觀光團百七十
五人，團長佐藤吉治郎，仝坐郵船九千八百噸大和丸。381
張麗俊自 1926 年 10 月開始擔任富春製冰會社的監事，在敘述製冰場的狀況
時，便使用英式的「噸」描述製冰機的大小；此外，張麗俊本人常四處旅遊，有
不少搭乘船隻的經驗，對於輪船的大小，以及航海距離，亦採用英美制的度量衡
單位敘述。
除了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外，林獻堂（1881-1956）的《灌園先生
日記》亦是相當珍貴的私人資料，此套日記起自 1927 年，止於 1955 年，中缺
1928、1936 年，前後長達 27 年，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日記中除了家族歷
史外，提供豐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等資料，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
史料價值極高。不過，由於此套日記仍持續出版中，加上林獻堂的生活環境相較
於張麗俊，與當時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恐怕較有隔閡，因此以下僅舉數例說明。
在林獻堂的日記當中，主要使用的度量衡系統，主要以日式與英式度量衡單
位為主。在記述個感官對長度、面積、重量等的推測，或日常生活的單位量詞，
林氏在日記當中主要使用日式度量衡單位，例如：
1931 年 3 月，林獻堂與家人同登阿里山，仔細記下該日山景，當中多次出
現對高度、長度的丈量單位：

377
378
379
380
381

1 噸=1,016.047 公斤。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七）
，頁 271，(1927.10.16)。
（底線為筆者所加）
1 浬=1 海里=1.852 公里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七）
，頁 458，(1928.12.08)。
（底線為筆者所加）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十）
，頁 30，(1935.04.01)。
（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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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抵奮起湖，停車頗久，有休憩所可以在此食便當。車至二萬坪，海拔
六、五五四，望山下之雲，宛如在海邊觀海水，故名之曰雲海。是處因雨
山崩十餘丈，若再經豪雨，鐵道必崩壞。……近阿里山，尚留有多少之古
檜，有最大之一株名曰神木，周圍六十尺，高十餘丈。……其拖木材之機
曰スキラ，有八十馬力，由二千四百尺之距離拖木而上。382
在 1934 年 1 月林獻堂的日記中記載了開闢小水圳所須工費，其中提到：
施溪、金荃、菜瓜、倉謀往按六股西面新開水圳，尚有九十三間未完之工
事當要若干，及掘土之田底工事費復舊要若干。結局水圳每丈六円，田抵
復費百七十円。383
不過，在林獻堂與長子攀龍、次子猶龍作環球旅行時，描寫景物時則使用英
式度量衡單位，原因可能是因為該地的景觀介紹，原本就是使用英式度量衡，而
林獻堂也未再將之加以換算，如：1927 年，林獻堂一行人前往參觀英國國會，
對國會尖塔上的四面鐘有如下的敘述：
得大使館之介紹，本日十一時同攀、猶往眾議院旁聽，院前有克林威爾之
銅像，院有三高塔，兩方一圓，圓塔上有一時鐘，其長針約十六呎，重約
二百鎊，外觀頗為雄大。384（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由上可見，無論是張麗俊抑或是林獻堂，兩者雖均未受日式教育，但在日本
政府強力運作下，日式度量衡單位已經很自然地成為他們所慣用的度量單位。
此外，透過霧峰林家的簿記資料，亦可看出「尺貫制」度量衡推行的成效。
根據霧峰勝錦榮堂之租佃簿記資料(1902-1929 年)，大致可以 1906 年作為為界
限。1902-1906 年間佃耕簿的記載，所使用的斗式包括有栳斗、道斗、文武斗、
官斗、道斗、滿斗，而後才逐漸以「官斗」取代過去的地方斗。385同樣的現象，
亦反映在張麗俊的日記當中，到了 1910 年代左右，張氏在提到契約資料時，多
一併列出契約文書原本記載的地方斗式與「官斗」間的換算。可見尺貫制在官方
推廣下，逐步將過去紛然雜陳的度量衡標準，統一制度化，而時間約在 1906-1909
年左右。

382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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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灌園先生日記（四）
》
（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
，
頁 93，(1931.03.20)。
（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灌園先生日記》
（七）
，頁 10，(1934.01.07)。
（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
《灌園先生日記》
（一）
，頁 140。(1927.07.08)
參見：張怡敏，〈日治時代台灣地主資本累積之研究—以霧峰林澄堂系為個案〉
（政大：地政
學系博士論文，2001）
，頁 91-93。因該份資料缺 1907-1908 兩年，而依張氏論文指出 1909
年以後，簿記資料漸以官斗取代地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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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庶民的經驗
依據日本官方說法，日治時期台灣全島完成度量衡統一的時間，約在 1906
年，但是否果真如此？當時的整體社會概況大致如何？一般民眾對於改用日式度
量衡的態度又是如何？透過日治初期的報章或可窺知一二。
（一）民眾心態
1900 年，總督府頒布《台灣度量衡條例》
，採漸禁方式，逐步以日式度量衡
器取代傳統台式度量衡器。法令頒佈之初，官方並未強迫台灣一般民眾改用日式
度量衡器，但對使用不合格的傳統度量衡器，亦加以取締。1901 年，
《台灣日日
新報》報導一名三張犁庄農民挑白米到艋舺販賣，被買家發現其所用的米斗有短
少的現象，而向位於龍山寺的保甲局檢舉，使用不正小斗的農民依慣例，在寺廟
面前演一齣戲作為陪罪，並將其小斗在廟前砸碎。386可見，在度量衡制度尚未統
一前，台灣民眾在各地有其維持交易公平的機制，只是尚未能達到全台一致。
多數民眾對於改用日式度量衡器，一開始多採觀望態度，部分商人則是擔心
改用日式度量衡器，將影響其與「南清」之間的貿易。不過，也民眾體認到，改
用日式度量衡後，免去了過去台灣南、北部斤兩不同的困擾，有利其交易，因此
對這樣一套新制度大表歡迎。387
另一方面，從當時的報導中也突顯台灣民眾「臨界點」的心態，以 1903 年
1 月 1 日要求市場、食鹽、鴉片零售商改用日式度量衡一事來看，多數民眾均在
期限迫近，才急忙前往專賣度量衡器的高田商店購買新器，導致商店商品一時短
缺，迫使官方只好在時間上稍作寬讓。388
（二）理想與現實
在《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中，度量衡事務中提到，台灣北部與南
部的度量器的統一，約完成於 1906 年。但制度雖統一，民眾在使用上卻未必守
法，例如在《台灣日日新報》中，就有不少不正度量衡器的取締報導。如：
1911 年，報導指出直興街（位於今萬華）某一肉販因為修理分銅的掛垂而
被斥責389，同年日新街（位於今樹林）也有販賣牡蠣的小販，使用不完備的秤而
被揭發390；1912 年，艋舺一木炭商在蓮花街販賣木炭時，因發現他使用的度量

386
387
388
389
390

〈雜事 小斗受罰〉，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01.09.08，第 6 版。
新度量衡普及〉，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台北）
，1906.11.18，第 2 版。
〈奔走不暇〉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02.01.14，第 3 版。
〈不完全な衡〉，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11.09.23，第 7 版。
〈不完全の秤〉，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11.12.08，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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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提紐中注入錫，而被告發391；1918 年，葫蘆墩支廳進行境內度量衡器臨檢，
發現枡中藏有不乾淨的物品有 6 件、錘絲不合格的有 32 件、竹尺破裂的有 15
件…，總共發現共高達 76 件不合格的度量衡器392；同年新竹廳警務課，在該管
轄境內進行度量衡臨檢，發現度器 16 件、量器 24 件、衡器 47 件，其中共有 71
件使用不正確的度量衡器，報導中並對商人以此牟利的方式嚴加批評。3931919
年，台南警務課對市内的不正度量衡器使用者進行檢舉，被告發者共有 19 名，
均被處以科料（罰金）。394
1920 年，基隆郡警察課，臨檢轄下度量衡及其量目，檢查的項目為檢視商
品的內容物是否符合其標示，報導指出，當時市中一片混雜，大量的度量衡器被
警方沒收。3951922 年，高雄州對其轄下各縣進行度量衡器以及商品量目的檢查，
共有 365 件度量衡器破損、待修復，為破損不堪使用則將之丟棄，若認定為變造
之度量衡器則加以舉發，此外，商品量目不合格的情況，包括蔬菜十兩不足二兩
者 2 件、豆醬十兩不足一分到五分者 10 件、米一斗不滿一合者 20 件。396綜觀
1906-1924 年間《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度量衡器被取締的原因，包括有：變
造度量衡器、度量衡器破損，或是商品秤量不確實。這樣的數據，顯示了即便台、
日兩地度量衡制度逐漸劃一，但民眾在使用時的守法與否，亦是影響交易公平性
的主因，因此嚴格的執法取締有其必要性。
（三）變革與傳統的延續
當時的報導常以日式與台灣傳統度量衡間的關連性，用來解釋「台灣民眾改
用尺貫式度量衡成效」為何會有落差。其中提到由於度、衡二者的使用均與日本
接近，因此民眾在度、衡兩方面，適應上較無障礙；而量制則因為習慣相異，因
此民眾接受度較低。397
其原因在於，日本尺貫法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而台灣在日治以前漢人社
會的度量衡亦源至中國，因此某程度上甚為相近。其中以度量衡單位名稱與單位
間彼此的換算最為明顯，以長度為例在度制中「尺、寸、分、釐」均為其長度單
位；若以衡制為例，則均有「毛、釐、分、斤」等重量單位（請參見附表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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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の變造〉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12.12.03，第 7 版。
〈地方近事 度量衡臨檢〉，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18.02.06，第 4 版。
〈奸商可憎〉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18.04.08，第 4 版。
〈台南檢舉度量衡〉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19.03.05，第 5 版。
〈基津檢査度量衡〉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20.12.18，第 5 版。
〈高雄檢查度量衡〉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22.11.17，第 6 版。
〈新度量衡普及〉
，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台北）
，1906.11.18，第 2 版。其中便提到相較
於度衡二制亦已普及與山林僻野，量制顯然成效不彰。由於尺貫制中的量制與台灣民眾傳統
量制不同，因此在推廣上困難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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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受影響的時間相差甚遠，日本主要受隋唐文化影響，而日治前的台灣
則延續清代而來，而二者在歷史發展又混入自身特色，在數值、及部份計算單位
上，亦有差異，如：台灣的面積單位甲、日本的長度單位間、尋、町等。若僅比
較名稱相同的度量衡單位可發現：在長度方面，日治前台灣各地的一尺，換算為
日本一尺約為其 0.8-1.1 倍（參見附表 2-3），數值時相對上較接近；但在重量方
面，台灣的一斗換算成日本斗，僅為其 0.5-0.6 倍，相差甚遠。這也是為什麼「量」
制在初期推廣時較困難，因為對台灣民眾來說，這伏法貼近他們原先的生活經驗。

小結
透過地方人士的生活實例，以及一般庶民的經驗來觀察。在 1906 年以前，
多數民眾的確已在官方強制的執行，與柔性的宣導雙頭並進下，逐步將傳統台式
度量衡轉換成日式度量衡。其推行順利的原因大抵有三：一、官方嚴格取締，迫
使民眾改用新制；二、日式度量衡與台灣舊有的度量衡制，除量制外二者數值接
近，民眾在兩套制度的轉換過程中，困擾並不會太大；三、新制有利民眾南北間
的交易，提高民眾改用新制的意願。
就民眾的適應面來說，賴和與張麗俊之間，恰為一巧妙的對比。受新式教育
的賴和對《度量衡法規》採取抗拒的態度；而張麗俊即使延宕甚久，終究還是在
官方期限將至之前買了「官大斗」
。從賴和的作品中，倒看不出對近代化的排斥，
主要突顯的是對殖民統治方式的不滿，而《度量衡法規》只是他借題發揮的對象
罷了；但對一般老百姓來說，自身「利益」的考量（不管是為了避免罰則，抑或
是有利交易），反而才是影響其接不接受新制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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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米突法」
）
米突法」的引入（
的引入（1924-1945）
無論從官方的記載，或由私文書的紀錄來看，均顯示自 1895 年起，總督府
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的政策，已達到一定的效果。然而 1924 年，度量
衡政策卻出現一大變革，隨著《台灣度量衡規則》的頒布，意味著台灣法定度量
衡將由原先的「尺貫法」改成「米突法」，除了完成全國性的標準化外，更展現
進一步與世界接軌的企圖。
在本文第二章的論述中，已說明日本國內改用「米突法」的背景與原因。日
本在 1886 年簽署《計量條約》
，承認「米突制」的合法性；然而要到 1920 年代，
才因為受到一次大戰、英國考慮改採公制（米突制）等因素影響，著手全面改用
「米突法」。日治下台灣的度量衡政策亦受其影響，本章的重點即在 1924-1945
年「米突法」在台灣實施的情形，以及當時民眾的反應，並衡量其推行成效。

第一節 「米突法」
米突法」在台灣
「米突」一詞源於英文 meter，在日治時期，多以「メートル」或「米突」、
「米」稱之。1875 年在巴黎所簽訂的《計量條約》（Treaty of the Meter），原文
「Meter」以日語發音為メートル，明治時期以漢字書寫為「米突」，並以「米」
字為簡寫
398

。由於米突制度量衡中所有的單位均是由「公尺」推衍而出，因此雖稱「米突
法」，實際上涵蓋長度、面積、重量、體積與溫度等計量。
「米突法」的推廣，在台灣與日本幾乎同步進行。以下將分別說明 1920 年
代，「米突法」在台灣施行的預定目標，與後期政策政策調整的經過。
一、預定目標
1924 年 7 月，台灣實施《度量衡規則改正》，與日本同步實施《米突法》，
試圖將日本傳統的「尺貫法」、以及工商業界慣用的《ヤード—ポンド法》
（yard-pound，英美制度量衡）廢止，統一改採米突法。399同年六到七月間，
《台
灣日日新報》中有不少相關報導400，在米突法正式頒布前亦刊登新、舊制換算表

398

399
400

順帶一提，當時日本將公克(gram)，以漢字書寫為「瓦羅牟」以「瓦」做縮寫，或以片假名
書寫為「グラム」
。當時其他常見單位的漢字表示方式，請見附表。
台灣總督府，
《台灣事情》，台北：台灣總督府，1924，頁 355。
如：
〈度量衡法改正案〉，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6.21；
〈愈ゝメ－トル法實施〉
，《台灣
日日新報》
，1924.06.29；
〈度量衡規則改正案〉，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7.02；
〈今日から實
施されるメ－トル法〉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7.02；
〈米突法講演〉
，《台灣日日新報》
，
192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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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在報導中以〈愈ゝメ－トル法實施〉402一篇內容最為詳盡，一方面可視為總

督府對民眾的宣傳報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總督府方面預計達成的目標。
其中內容分成五個小題講述。首先，說明過去台灣與日本度量衡的狀況。過
去的「尺貫法」由於單位換算複雜，一般民眾與學生在使用與記憶時相當不便，
因此日本政府與議會決定採行米突制度量衡，並於 1924 年五月發布。
第二，說明台灣 1924 年度量衡改正的內容。其中說到馬上要全面改採米突
法有其困難，因此各單位根據不同的性質，可有 10-20 年的緩衝時間（前者如官
廳、大工場，後者如一般民眾）。但文中仍呼籲有識之士儘早學習米突制度量衡
的使用，其中並強調自 1925 年開始，在國定教科書中加入米突制度量衡的相關
內容。
第三與第四點，說明米突制度量衡的由來。「米突制」度量衡最初是由法國
科學家首先推行，以大自然中為標準來制定長度的單位，即以地球圓周的四千萬
分之一得出「公尺」的長度，並以此導出其他的度量衡單位。如「公克」在當時
即被定義為在攝氏零 4 度時，1 立方公分的雨水在真空中的重量，各單位間有其
關連性，且以十進位方式計算，使用較為便利。
第五，說明米突制度量衡的優點，除了使用便利、學生記憶方便外，亦有
助於與外國的貿易往來，增加工廠的運作效率等。
大體來說，在官方的規劃中，米突法的推行依各行各業的性質，分成兩大類，
分別有 10 年與 20 年的緩衝期。
公家機關及大型工廠需在 10 年內完成改制，一般民眾則有 20 年的緩衝期。
前者包括：公廳官署、瓦斯、電氣、水道事業、使用動力機械的運輸業、醫業、
齒科、獸醫業，調劑業，以及使用動力機械的工業，預計由 1924 年 7 月 1 日起，
至 1935 年 6 月止，完成改正；除前述之外者，則有 20 年的猶豫期，即至 1945
年 6 月止完成。不過，所謂的猶豫期是給予民眾緩衝的時間，因改革無法在一時
之間全面達成，但官方也強調民眾不應有 10 年、20 年後再開始著手的心態。403
官廳改正部分，雖說預計在 10 年之內完成，不過依其性質在時間上仍有其
先後順序。大體而言，與民間關係較不密切者執行上較迅速，如：陸海軍工廠、
兵器艦船等，相反的若與民眾關係較密切者，執行上則稍緩，在鐵道、遞信、專
賣方面如：鐵道運費、郵便費用、專賣品價格等，則待一、兩年後，相關改造法
案準備完成後，才具體落實。當時官方也考量公設市場與各商店，要達到全島一
致，依其區域與商品種類有其困難度，因此計畫先就主要市街地的公設市場、一
401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6.28-29。
〈愈ゝメ－トル法實施〉，
《台灣日日新報》
，1924.06.29。
403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
《メ-トル法のかがみ》
，台北：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出版年不詳)，頁
22-23。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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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店，針對米、雜穀、味噌、砂糖、點心類等商品，進行米突法劃一。此外，
蕃地物產交易所亦改依米突法進行物品交易。404
此外，除一般常見的度量衡單位外，計量單位改用「米突法」亦是當時的既
定政策，其中包括：壓力、功、功率、溫度等的計算。在改用米突法之前，日治
時期的計量法多半採用英制，以功率與溫度為例，在改制前功率以「馬力」作單
位，改制後則使用「瓦特」
（watt）
；溫度在改制前多使用華氏溫度，改制後則使
用攝氏。405
使國內工業用品規格統一，亦是當時採取米突法統一的目的。如鐵板、黃銅
線、磚塊、木材等用品，若能落實規格化，不管在大量生產、儲藏、降低販賣價
格方面將有很大的助益。因此，當時官方曾計畫成立「工業品規格統一」調查會，
針對諸多金屬材料、磚塊、木材等三十餘種物品調查，希望未來政府在製造、購
買及使用上，均能採用同規格品，使其自然而然達到統一的效果。406
二、後期政策的調整
雖然，日本官方預計用 20 年的時間，全面改用米突法，但在日本國內卻遭
受強大的阻力，也直接的影響到米突法在台灣的落實。1933 年、1939 年，日本
兩度宣布「米突制」的全面施行延後，使最後期限延至 1958 年，在台灣亦採取
相同的措施。故在日治時期，台灣並未全面強制、限時實施「米突制」度量衡，
而僅落實於部分公營機構或行業，針對不同的對象並有十到二十年不等的「緩衝
期」，407因此在戰前傳統的日式「尺貫法」與「米突制」度量衡，民間還是兩者
並用，且以採用前者較多。
就官方機構來看，原先預計的 1935 年以前應全面改用米突法，但各單位成
效不一。就官方統計書來看，中央級的台灣總督府報，自 1924 年起，部分統計
資料已改用米突法，但仍可見新、舊制混用的情況，不過以舊制所記錄的統計資
料，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地方級的統計書，在執行上亦有差異。以台北州、台中州、高雄州統計書為
例，台北州至 1943 年以前在土地計算方面，均採用傳統尺貫法；而台中州至 1935
年除面積單位中的「甲」外，均改以米突法統計；高雄州改用米突法作為統計單
位的時間則為 1936 年，然在土地面積上同樣可見「甲」的使用。

404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メ-トル法のかがみ》
，頁 23-26。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メ-トル法のかがみ》
，頁 26-27。
406
台灣總督府度量衡所，《メ-トル法のかがみ》
，頁 28。
407
〈台灣度量衡規則改正國民生活上の一大革新〉，
《台法月報》（18:8）
，1924.8.1，頁 94-99；
台灣總督府，《台灣事情》(台北:台灣總督府)，1942，頁 319。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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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度量衡觀念的形塑
透過學校教育啟發國民智識，是近代國家政策重要的一環，因此許多新的國
家政策與制度的推行，首先就反映在教材的內容當中。除了透過正規的教育之
外，國家既定的新制度亦可透過報章宣傳、巡迴演講、博覽會的展示等方式推廣。
以下分別就教育與社會推廣兩方面，探討「米突法」度量衡當時以怎樣的方式進
入台灣社會。
一、教育內容轉向—公學校教科書中的米突法
教育內容轉向 公學校教科書中的米突法
日本雖在 1885 年簽訂《計量條約》，但日本國內一直要到 1920 年代初期才
開始著手推動米突法度量衡的使用，到了 1924 年台灣與日本正式同步實施，在
此同時教科書內容中度量衡的單位也一並修改。
在 1924 年以前，公學校的算術教科書中，雖已出現米突制度量衡，但是以
專章的方式呈現，而內容主要使用「尺貫法」單位，即便教授米突法，主要還是
以尺貫法為主角，作搭配比較之用。1924 年後，米突制度量衡成為算術課文中
主要的換算單位，全套課文中幾乎不見「尺貫法」度量衡。
至於其他學科，將敘述中的度量衡單位改成米突制，則至少在 1924 年之後。
以國語讀本為例，其課文內容，在第三期以後才逐漸開始把課文敘述中的單位，
換算為米突制，且少數的課文當中，仍可見尺貫制度量衡單位的使用。以下分別
介紹 1924 年之後，國語讀本與算術書中的度量衡：
（一）國語讀本
第三期的國語讀本，初版發行的時間為 1923-1926 年，正好經歷 1924 年《台
灣度量衡規則》頒布，專門介紹度量衡的課文，可能因準備不及，在份量上明顯
較前兩期的國語讀本少，在單位使用上，偶而還是有尺貫制的出現。到第四期直
接與度量衡相關的課文，篇幅才又增加，且全面改用米突制度量衡。
有別與前兩期國語讀本，以完整的一課介紹度量衡器，第三期國語讀本，
僅在卷一的第十九頁，簡單地介紹了，枡、秤與尺，408並附上插圖（請參見圖
5-2）
。右方的枡與前一期相同，也出現了特殊的官方標記，應有其宣導之用意。
但若細看則會發現不適宜之處，因為依當時度量衡所發行的《度量衡法令解義》

408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三期：1923-1926）
， 卷一，頁 19。課文
內容為：
「マスガアリマス。ハカリガアリマス。モノサシモアリマ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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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標記（請參見圖 5-1 圓圈處）應標示於總督府官賣計量器上，但就官
方的分類法，枡應屬於度量衡器，這恐怕是當時教科書中的小失誤。

圖 5-1

課文所附之官製度量衡器示意圖（圓圈為筆者所加）

第三期的國語讀本中，度量衡的介紹雖然被刪減，但多數的課文已將度量衡
單位，由原先的尺貫制改為米突制。比較第二期、第三期標題同為〈台灣〉的兩
課課文，關於台灣地理環境的描寫，在第二期中提到台灣長八百里、寬三十里餘
410

；到了第三期則改用公制，敘述台灣長四百粁411、寬百四十粁412，這也是在國
語讀本中首度使用米突制度量衡單位，「粁」字則是該課教學重點之一。
本階段的國語讀本，正文部份對度量衡的介紹雖較少，不過度量衡器倒是在
插圖中亮了幾次相。例如：卷四第十課〈さるのさいばん〉413（〈猴子的裁判〉
）
一文中，敘述小白、小花兩隻小狗，在路上撿到了一塊肉，因為分不平，所以找
了猴子來幫忙，但壞心的猴子卻藉口使秤皿上的肉達到平衡，一口一口地把肉吃
掉了。本課文的用意雖然主要不是為了要介紹度量衡器，但是在課文中出現了「目
方」、「皿」等用字，圖片中也出現了天平秤（請參見圖 5-2）。

409

度量衡所，《台灣度量衡法令解義》
（出版地不詳：度量衡所，1934(?)）
，頁 35。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第二期：1913-1914）
，卷 7，頁 44。課文敘述為：
「台灣ハ我ガ國ノ西南端ニアル大キナ島デ、長サハ百里バカリ幅ハヒロイデ所三十里アマリ
アリマス。」
（底線為筆者所加）
411
粁(キロメートル)，即公里，度量衡單位漢字。其他相關比例與換算等，請參見附表 2-2、5-1。
410

412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三期：1923-1926）
，卷 7，頁 14。課文敘
述為：
「台灣ハ昔カラ美シイ島トシテ外國ニマデ知ラレテヰマス。長サハ四百粁バカリ、幅
ハ廣イ所ガ百四十餘粁リデ…」
（底線為筆者所加）

413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三期：1923-1926）
，卷 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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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さるのさいばん〉課文插圖（圓圈為筆者所加）

不過，由於第三期國語讀本，初版的發行時間為 1923-1926 年，時間剛好介
於 1924 年《台灣度量衡規則》頒布的前後，因此部分課文當中，仍可見尺貫式
度量衡單位的使用。舉例來說：卷八第二十四課的〈富士山〉，其中對於富士山
高度的說明仍採用尺貫制，標示其為「一萬兩千尺」；414卷十一第二十五課〈台
灣的農業〉一課，文中描述台灣米、糖、甘藷及茶等產量時，亦以尺貫制作為敘
述單位，如：台灣米的年產額一年約「六百萬石」
、砂糖近「八億斤」
、甘藷約「十
415
九億斤」以及粗製茶約「二千萬斤」等。 以上二例均屬重刷後的版本，但卻未
見調整。
到了第四期，與度量衡相關的課文有增加的趨勢。例如：第四期的國語讀本
中卷五的第十九課〈道しるべ〉416，介紹路上新立的指示標（請參見圖 5-3）
，上
頭寫著「右到新庄五公里半、左到大里三公里半」。

圖 5-3 〈道しるべ〉課文插圖（圓圈為筆者所加）
414

415

416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三期：1923-1926）
，卷 8，頁 96。課文內
容為：
「高さ一萬二千尺をこえ…。」
（該書為 1931 年發行第八版的重刻本。）
台灣總督府著，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
（第三期：1923-1926）
，卷 11，頁 124-129。
（該
書為 1929 年發行第五版的重刻本。）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四期：1937-1942）
，卷 5，頁 89。課文內
容為：
「村のはづれの大川を、渡つてすぐのわかれ道、新なくひが立つてゐる。 右新庄へ
五キロ半、左大里ヘ三キロと、大きなもじで書いてある。青年團が立てたくひ、道行く人
はたちどまり、読んで又行く道しる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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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四期卷七〈身體檢查〉417一文，在標題上雖然與度量衡並無直接關
係，但實際內容則是有關長度與重量測量，與前三期不同的是，此階段所使用的
度量單位，已經開始使用米突制。課文內容為一群二年級的小朋友接受身體檢
查，其中提到，班上最高的陳君有百三十六糎418二，最重的黃君則有三十瓩419七。

圖 5-4〈身體檢查〉課文插圖

由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發現，1924 年後，國語讀本中的度量衡單位，已配合
當時的國家政策，逐漸改以米突制度量衡呈現，相較之下第四期的國語讀本，在
執行上則較為徹底。
（二）算術課本
1924 年以前，算術書當中有關米突制度量衡的介紹，是以另闢章節的方式
教授，其餘章節中使用的度量衡單位，則以尺貫法的度量單位為主。不過，學童
學習的效果似乎不佳，《台灣日日新報》曾刊登有台北第二中學針對入學測驗的
評論，其中便提到，學生對「米法」單位尚未充分了解，必須再加強。4201924
年，台灣實施《度量衡規則改正》
，與日本同步實施米突法統一，自 1925 學年度
起，日本文部省規定教科用書須以米突制為主。
以 1930 年代台灣的《公學校算術書》421為例，此階段全書所使用的度量衡
單位，均採用米突制度量衡單位，如公分、公尺、公斤等。尺貫式的計量單位，
完全消失在課本當中，這是 1910 與 1930 年代間算術教科書中最大的改變。422

417

台灣總督府著，《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第四期：1937-1942）
，卷七，頁 19-25。
糎，即センチメートル=即公分。（メートル(metre)，センチ為(centi) 10-2 倍），度量衡單位
漢字。其他相關比例與換算等，請參見附表 2-2、5-1。
419
瓩，即キログラム=公斤。（キログラム(kilogram)）
，度量衡單位漢字。其他相關比例與換算
等，請參見附表 2-2、5-1。
420
〈入學試驗（七）採點後の感想台北第二中學校 算術科〉，
《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 3 版，
1925.05.23。 按：此次考試的時間為 1925 年，該年度的考生所使用的算術科教科書尚未改版。
421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 1-6 學年(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1936)。
422
參見：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1936)；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
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1-6 學年(台北:台灣總督府，1934-193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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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35-1936 年代出版的《公學校算術書》為例，在其第二學年的教材中，
已安排 1 メートル（m）＝100 センチメートル（cm）＝1000 ミリメートル（mm）
等的相關內容，並請教師在課堂上，利用尺向學生說明 1 メートル，長度大約為
多少。423而後書中例題中即常以 m、cm、mm 作為計算單位。如：
一段 50m 的金屬線，使用 36m 後還剩多少呢？424
到了第三學年，除先複習米突制度量衡中公尺、公厘、公分間的關係，並教
導學生計算時使用英文縮寫。425例題所使用的單位包括有公分、公尺等，並附有
插圖426讓學生更易理解（參見圖 5-5）。
順帶一提，除了採用不同的度量衡單位作為基準外，增加大量的附圖，也是
1930 年代的算術課本與 1910 年代不同的地方。1910 年代的算術課本中，幾乎全
由文字與數字所組成，到了 1930 年代例題中則明顯增加許多插圖（請參見文後
附圖 1-7）。1933 年《台灣日日新報》有一則報導日本國定教科書算術科的改革
方針，其中並提到要使算術科成為讓兒童感到趣的學科，避免枯燥乏味等弊端，
因而建議加入牛、馬、花、鳥等插畫來吸引學童。427在日治時期在台灣的「算術」
科，由於較無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在內容上幾乎與國定教科書一致，1930 年代
台灣學童所使用的算術科課本，同樣增加大量附圖，來提升學生興趣以利教學。

圖 5-5

課文例題插圖

423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2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4)，頁 16-17、
頁 63。
424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2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4)，頁 21。
425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3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4)，頁 14。
426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1-6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1936)，
頁 19、29。
427
〈小學一二年生にも算術教科書使用調査委員會を開き改革方針を協議〉，
《台灣日日新報》
，
1933.04.11，夕刊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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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介紹天秤、桿秤、台秤、自動秤等衡器，以及表示重量的單位：
キログラム、グラム，縮寫為 kg 和 g，並讓學生實際操作。428容積的部份，向
學童說明，容積是用來表示液體、穀類等體積，其單位為リットル、デシリット
ル，縮寫為 l 和 dl，並讓學生利用水、砂、粟等實際測量。429除在前三學年介紹
長度、重量體積的單位外，第四學年則再將長度、面積、體積、重量等以專題方
式，向學童作較整體的教學。430並向學生說明，公斤的由來為一公升的水在攝氏
四度時的重量，大體上一公升的水重量也約為一公斤。431到第五學年則再增加立
方センチメートル(cc)。432
綜上可知，為了力行米突制度量衡的推行，由於當時政策上，對於完全改用
米突制，有 10-20 年的寬限期，433因此在教育方面，果然在十年之內，便讓尺貫
法完全消失在教材當中。比較特別的是，台灣原本即慣用地積單位的「甲」，仍
出現在說明租稅例題當中。434

二、社會推廣
公學校教育所影響的對象主要為學齡的兒童，但若希望米突法全面且徹底的
執行，則必須迅速擴及一般社會大眾才能發揮作用，例如：負責張羅家中大小事
物的主婦、進行交易的小販、商家等。因此除了教育之外，官方亦透過其他方式
宣傳度量衡知識，最常見的是透過巡迴演講、實物展示等方式。採外，除了官方
積極的宣傳之外，公家機關本身使用「尺度」的轉變，亦對與之接觸的民眾產生
影響。以下將分別就官方使用的「尺度」，以及米突法的宣傳兩方面論述之。
（一）官方「尺度」的轉變
在 1924 年的《台灣度量衡規則》的規定中，公家機關及大型工廠被要求需
在 10 年內完成改用新制，一般民眾則有 20 年的過度階段。但若就實際面來看，
當公家機關全面改採新制時，民眾在與官方接觸時，便不得不配合官方的要求，
使用新的度量衡制度，雖屬被動性的影響，但經年累月下多少有其成效。
就前文所述，各官廳原先預計的 1935 年以前應全面改用米突法，但落實的
程度卻未必一致。單就官方統計書來看，中央級的台灣總督府報，自 1924 年起，
部分統計資料已改用米突法，但仍可見新、舊制混用的情況，不過依舊制所記錄
的統計資料，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地方級的統計書，在執行上亦有地方上的差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3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4)，頁 45。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3 學年，頁 21。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4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頁 56-60。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4 學年，頁 60。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5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頁 34-35。
日本要到戰後才真正的徹底執行。
台灣總督府，
《公學校算術書第二種，教師用》第 6 學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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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以台北州、台中州、高雄州統計書為例，台北州至 1943 年以前在土地計算
方面，均採用傳統尺貫法；而台中州至 1935 年除面積單位中的「甲」外，均改
以米突法統計；高雄州改用米突法作為統計單位的時間則為 1936 年，然在土地
面積上同樣可見「甲」的使用。
可見連官廳都未必能全面配合改用新制，其中以特別以土地面積的單位改用
新制的比例最低，原因在於要將每筆土地資料悉數換算，將是一大工程，部份公
家機構並未如實依法辦理。至於重量與標高的改變，相對來說較簡易，因此在改
制上相對較普遍，如市場秤量435、郵件包裹436、官賣商品437、鐵道運輸438、各風
景名勝等標示改用米突制，民眾在與之接觸時，無形中便能直接體驗到新制度。
無獨有偶的是，官方在宣佈改用米突法計算的同時，都不忘提醒民眾，新的單位
計算，並不會造成實質上的損失，藉此免去民眾的疑慮。
以台北市為例，1930 年三月起，當時境內各市場即五處消費市場及卸賣市
場、家畜市場等，改採米突制。承第四章所述，綜觀目前所見歷年來的市場規則
中，並未將度量衡的使用規定列入正式條文當中，這或許由於法規大多僅規定大
原則、大方向有關。不過，以 1930 年 9 月 16 日以台北州令第十六號頒布的《食
料品小賣市場規則》的內文來看，其計量單位已全數使用米突法作為標記。439
這樣的轉變，一般民眾的接受度又是如何呢？以第四章曾出現的張麗俊為
例，在他 1932 年 11 月 9 日的日記中寫到：
是朝，士藩、士屏早往家畜市場，監視昨午運去大猪喝市，此是役場經營，
斤算起落440，每百起落百六十五斤，剩二百七十一，起落照算，失去十八
斤焉。441
日記中張麗俊至役場所經營家畜市場賣豬時，因為市場改採米突制，使他不
得不學習使用「起落」作為單位，也因此在日記當中特別記下公斤與日斤的換算
方式。但從他的記載中，也可以發現，為了計算方便起見，當時以 100kg 為 165
‧
斤，但實際換算值應為 100kg=166.6 斤，站在民眾立場會勢必有所損失，這顯然
使張麗俊有些在意，不免斤斤計較一番。
435

〈台北消費市場三月一日齊施米突法〉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30.02.28，4 版。
〈小包料金改正米突法實施幾分低昂〉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31.08.02，4 版。
437
〈鹽價改正概用米突法四月一日實施〉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31.04.03，4 版。其中
提到，鹽價的標識法將由過去以百斤作單位，改為以瓩，並附上換算表；
〈專賣局煙絲包裝煙
名變更〉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33.09.17，4 版。
438
〈鐵道輸送用米突法自四月實施〉，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33.02.18，8 版。
439
松田純三，〈日治時期台北地區市場之發展（1895-1937）〉
，附錄頁 k。
440
起落＝キロ= kilogram，即公斤。
441
張麗俊著/許雪姬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九），頁 165，(1932.11.09)。
（底
線為筆者所加）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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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5 年 8 月 15 日的日記中，張氏在搭乘空中纜車時，亦以「米」442來記
錄纜車的高度。
坐山車游坑墘而入，至流浪輕便車崎下，坐上第三號流浪443四十五米（每
米長三尺三寸）之高，少憩，世屏胆怯，遂由山徑回佳保台，予仝人再上
第二號流浪三百六十六米，下車步行数百武至崎下，後坐第一號流浪上一
千一百五十九米，至斜頭角之坪，俯視保佳台如在坑底矣。少頃，又坐数
里山車至黎明峰下，入座箱車，直上千五百六十米。444
當中的「四十五米」這應是當時「流浪」上的本身標示的數字，張麗俊在其
日記裡特地寫上換算方式，可見對他來說米突制的度量衡標示，仍相當新奇。由
此二例，均顯示了官方率先在「尺度」上作改變，逐漸影響了民眾對米突制度量
衡的認知與使用。就時間點來看，兩則日記的時間分別是 1932 年與 1935 年，恰
好與原先公家機構全面改用米突制的限期之前，顯示全面改用米突制，已逐步在
當時的台灣落實。但一個制度從推行到對改變民眾的生活與思考模式，需要一定
的時間發酵，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米突法推行近十年後，張麗俊還需要特
別將米突法與尺貫法的換算記在日記上的原因。
除了率先由公家機構使用米突法，逐漸影響民眾生活外，官方對於米突法的
推動亦有其積極面。1924 年前後，為了使米突法順利推行，度量衡主管機關先
後在台灣各地舉辨巡迴演講。1935 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中，總
督府在會場一隅陳列其統治台灣 40 年來，度量衡器的沿革發展，作為成果展示
之用。以下即說明 1920 年代官方如何透過社會宣傳等方式，將新的制度一步步
帶進民眾的生活。
（二）「メートル紀念日」與米突法的擴大宣傳
1921 年 4 月 11 日，日本通過《度量衡法の改正》，欲以米突法取代尺貫法，
統一國內的度量衡單位。次年，日本政府定「4 月 11 日」為度量衡紀念日，因
此在 1923 年 4 月間，在日本國內即展開多場「米突法」宣傳活動。雖然在台灣
的「メートル紀念日」不像「時的紀念日」那般盛大舉行，但台灣自 1924 年起
至 1930 年代，亦有不少米突法的宣傳活動，以下將稍作說明。
1. 巡迴宣傳
自 1920 年代開始，「米突法」宣傳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442
443
444

米，meter，即現今所慣稱的「公尺」
。
流浪，即流籠，為山中或溪谷間運送貨物的簡便式纜車。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
，頁 246。(193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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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巡迴演講
1920 年代，首任度量衡所所長的山口鈕五郎，在「米突法」推廣期間，時
常親自在台灣南北奔波，介紹新的度量衡政策。當時相關報導數量相當驚人，如：
1924 年 8 月 13 日，度量衡所所長山口技師前往嘉義公會室，說明米突法的換算
法，參與聽講者為數不少；4451929 年 2 月，台南市為了加強米突法的推廣，進
行擴大宣傳，在市公會堂邀請專家演說外，並發送印刷品至各家戶。446此類巡迴
演說的報導相當多，山口技師等人進行演講的地點，幾乎遍及台灣西部各大街市。
（2）實物展示與印刷品宣傳
除了口頭上的演講外，實物的展示與宣傳品的發放，是另一常見的方式。例
如：1929 年 2 月，台南市除了在市公會堂邀請專家演說，並在公會堂與東西市
場的兩側擺設實物與宣傳品，針對一般家庭進行宣導。447台北市在 1929 年 6 月
起對各消費市場進行米突法大宣傳，除更換千歲町、西門町、永樂町、御成町等
市場秤量外，並以家庭主婦作為主要宣傳對象，分送傳統秤量與米突法的比較
表，使她們更能了解二者間差異。448
（3）活動寫真（電影）播放
為了吸引民眾的目光，播放電影也是日治時代官方宣導新政策的方式，例
如：1930 年，度量衡所在 2 月 19 日邀集西門綠町、御成町、萬華家畜市場仲賣
人及官署職員等三百餘人，於末廣町樂樂園，由勸業課長說明召集旨趣、度量衡
所所長講解米突法。其間並播放宣傳電影，據當時報導指出「極有趣味」，在場
觀賞的民眾擠得會場無立錐之地，隔日該影片並移師南門市場播放，22 日則轉
至太平公學校，449向永樂市場、家畜市場仲賣人以及大稻埕人士宣傳，據報導該
場次湧進了三千多名的觀眾，盛況空前。450
（4）趣味活動
此外，各縣市州廳為了宣傳米突法，也發揮了相當的創意。例如：1929 年 2
月台北市度量衡器販賣組合、各市場經營者、監督官員等，為吸引民眾目光，編
成自動車隊繞行全市，加強米突法的宣傳。4511931 年，高雄市役所則在當時的
第二小學校452設置各種度量衡器的陳列會，並舉辦實物目測現場投票，猜中者可

445

〈米突法講演〉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24.8.14，第 4 版。
〈台南市米突法大宣傳〉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9.2.5，夕刊第 4 版。
447
〈台南市米突法大宣傳〉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1929.2.5，夕刊第 4 版。
448
〈台北市各消費市場 米突法 大宣傳 自六一齊實施〉（台北）
，1929.3.17，第 4 版。
449
原為大稻埕公學校，1911 年改名太平公學校，即今台北市太平國小。
450
〈台北消費市場三月一日齊施米突法〉
，《台灣日日新報》
，1930.2.28 第 4 版。
451
〈米突法 實施自動車隊宣傳全市〉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30.3.01 第 4 版。
452
高雄第二小學設於西元 1921 年，初名為「高雄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
，即現今鹽埕國小前身
1941 年改稱堀江國民學校，太平洋戰爭期間曾遭盟軍轟炸。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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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精美小禮物，並邀請度量衡所山口所講進行演講，入夜後則放映電影。453
基隆市並曾以舉辦換算競走的方式，讓參與民眾實際體驗米突法下的「距離
感」
。1931 年 8 月，基隆市為了加強米突法的宣傳並提升青少年的運動精神，開
辦米突法換算競走，並鼓勵市外民眾一同參與。主辦單位為基隆市役所，並有基
隆商會與石坂度量衡器販賣所的贊助。比賽的方式，參加者先向各關卡的負責人
領取問題，並在競走過程中換算，答題正確率最高者獲勝，沿途並標示競走來回
總長為 5781.48 米。比賽結果。第一名可獲得 20 圓，第二名可獲得 13 圓…第十
名 1 圓不等的獎金。454
整體來說，官方的宣傳手法大致包括有：巡迴演說、度量衡器展示、發送印
刷宣傳品、電影放映、民眾實物接觸等方式。其宣傳手法可謂極富創意，除了以
炫目的車隊引起注意外，並播放趣味電影，鼓勵民眾親身體驗米突法，這麼一來
除了能使民眾了解政令宣傳重點外，更有機會內化為生活經驗的一部份。此外，
在眾多官方宣傳的場合中，亦多可見該地商會、度量衡器販賣組合等，在金錢與
實務上的協助。然而這些宣導的影響力又是如何呢？《日日新報》的報導中曾提
到，部分聽完演說的婦人，進入市場購物時詢問小販，
「這東西是多少『瓦』呀？」
，
455
而促使許多小販趕緊添購新衡器， 可見此類的宣傳應有其成效。
2. 博覽會
1935 年，歷經日本 40 年的統治，隨著各項近代化制度的改革與產業的落實，
使臺灣呈現了一種與傳統不同的新面貌。由於臺灣是近代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
地，經營之成果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因此，總督府於 1934 年 6 月編定下年度預
算時，即通過博覽會補助費 60 萬圓。同年 11 月於總督府總務長官室所舉行的官
民會議上做出決定，於 1935 年 10 月 10 日起 50 天內，舉行「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灣博覽會」。
此次博覽會，會場遍及臺灣南北，展品除來自臺灣島內，更有來自於日本內
地、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地。此活動舉辦後，估計約有三分之一的臺灣人前往
觀賞外，並吸引了日本島內及世界各國的人前來，應有高度的宣傳效果。
在這場博覽會當中，第一會場的展示配置，主要以各種比較的手法，突顯日
本在台灣統治的成功之處，特別是產業館，幾乎把日本統治台灣 40 年間的成果
濃縮於其中。456而度量衡所亦參與此次的展示，透過當時拍攝的照片，大致可看
出當時展示的內容：依參觀者的參觀動線，首先可以看到清代台灣民間所使用的

453

〈目測的中者授與賞品宣傳 米突法〉，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31.3.20，第 4 版。
〈基隆宣傳米突法米突法換算競走〉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31.7.29，夕刊第 4 版。
455
〈台北市宣傳米突法三日間霽話及映畫 三月一日起市場先施行〉
，《台灣日日新報》
（台北）
，1930.2.21，第 8 版。
456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頁 25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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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砣、石斗與天平秤等，在其後方則裝飾有台灣廟埕的畫像，突顯在近代以前各
地廟宇中的公砣、公秤是當時維持交易公平性的依據；展場的末端則擺設了數個
近代磅秤。懸掛於展場中央的標語「早く慣れませる メ一卜ル法」，相當搶眼，
可見度量衡所除了展示「台灣度量衡史」外，還不忘對現行政策大力宣傳。

圖 5-6

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 產業館之度量衡所陳列（圓圈為筆者所加）

至於在博覽會中此項度量衡的展示，是否讓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許可以
從 1936 年玉珍漢書部所發行的《尪某看博覽會新歌》看出一些端倪。節錄其歌
詞中與度量衡相關的內容如下：
電火青黃几那頃，換看別位卻然通，化有磅仔塊磅重，塊故四兮查某人。
也閣有糧甲有尺，報娘看看恰巢着，閣再起行共娘呌，報娘加看一塊石。
這塊石頭有打字，着是元早兮石牌，題目卻有寫光緒，舊糧舊秤共二枝。
也有舊糧甲舊秤，恁哥看甲真真真，近來暫暫改真緊，全文算瓦無算斤457。
就其篇幅來看約 1/6 的份量，可見此展覽對觀看人來說應有一定的印象。就
內容來說，除了介紹展示品外，如：公糧、公秤，亦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訊息，當
「瓦」即公克（gram），當時亦寫作「瓦羅牟」或「グ
中寫到：
「全文算瓦無算斤」，
ラム」。除了突顯度量衡所對推廣「米突制」的用心外，從作詞者將它寫入歌詞
來看，應已發揮其宣傳效果。

457

陳玉珍，
《尪某看博覽會新歌》第一集（台南：玉珍漢書部，1936）
。轉引自呂紹理，
《展示台
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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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眾生活尺度的改變
由當時「米突法」宣傳的相關報導來看，在米突法推廣的初期，日本政府確
實不遺餘力。但這樣的宣傳，是否發揮它的功效？當時的民眾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否成功的轉換度量衡的使用習慣？以下分別就民眾適應的情況、建築尺度改
變，以及對戰後的影響諸方面來探究。
一、民眾的適應
究竟「米突法」推行後是否成為一般民眾慣用的生活尺度？或許可藉由日記
等私文書的記錄，做為檢視的依據。
前文當中以曾任葫蘆墩下南坑第一保保正的張麗俊為例，觀察他在日記當中
所使用度量衡的情況，包括他所慣用的計量單位，以及兩則它使用米突法日記。
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並未見日本當局對「米突法」度量衡宣導的紀錄，一來可能是
張麗俊在 1918 年後便不再擔任保正工作，二來或許當時的宣傳方式對他並不構
成吸引力。
不過從張麗俊後期的日記當中，幾次使用米突制度量衡的內容來看，458可以
發現，他對米突法度量衡應有一定的認識，並有某程度上的重視，因此才將重量
與長度新舊制的換算數值，仔細的記載在日記當中。但這套新的度量衡系統，顯
然並沒有成為他日常生活當中所慣用的度量衡單位。因為即便張氏已知道「起落」
與「米」等度量衡單位，但翻閱其往後絕大多數的日記內容，在描述重量與長度
時仍是以日斤與日尺為主。
相較於張麗俊，在林獻堂的日記當中則幾乎未見米突制度量衡的使用。目前
所出版的林獻堂日記橫跨 1927-1942 年，這段期間「米突法」的推動已行之有年，
但並未見林獻堂在日記中使用。可以確定的是，在林氏生活當中有不少機會可以
接觸到「米突法」
。例如：在 1932 年「一新會」第一回運動會的節目表當中設計
有二百、四百、八百米的徒步競賽。459但在林氏的日記中從未提及使用此套度量
衡系統，因為出現得太平常所以不記錄它？因為沒有動力改變已內化的日式度量
衡？原因為何便不得而知了。

458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
《水竹居主人日記》
（九）
，頁 165，(1932.11.09)；頁
246，(1935.08.15)。
（原文請參見本章第二節）
459
《灌園先生日記》
（五），夾頁圖版頁 14-15。(1932)
119

將較於張、林二人對「尺貫法」的熟悉度與使用頻率，「米突法」顯然無法
內化為兩人慣用的生活尺度。順帶一提，在林獻堂的日記當中，部分日期會順道
記上當天氣溫，根據數字判斷他所使用的是華氏溫度460，但每當在紀錄身體狀況
的體溫時，卻使用攝氏溫度，這也可以反映當時的計量系統，亦未加以統合。461
除上述張麗俊對日斤換算為公斤感到吃虧外，一般民眾對於改用「米突制」
也多半採不信任的態度。如：1925 年，台北三業組合代表即反對電力會社改採
米突制，原因便是擔心會增加電燈使用費。462
二、建築的尺度
日治時代的建築尺度，至今對台灣仍有影響，其中面積單位「坪」的使用在
現今台灣社會頻率仍高；另外一個在日本時代史料中，常見的長度單位「間」463，
現代人對它則陌生的多。上述兩個單位都是由建築的尺度所延伸出來，以下將說
明改用米突制對建築尺度所產生的影響。
由於建築工法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因此在度量衡制度的轉換上有其困難
度。以和式建築為例，江戶時代以來逐漸定型的「木割法」，決定了建築物的大
小與配置方式，並考量結構力學等因素，而為一般匠師所慣用，464其優點在於使
建築尺度以 3 尺為模矩，其方式類似將建築材料的規格化，而有助提升經濟效
益。465然而若改用「米突法」，勢必將打亂過去依「尺貫法」所延續下來的傳統
（因兩種單位換算後，為循環小數，而非整數），這也是為什麼戰後日本國內建
築改用米突法時間，亦較其他類別更晚。466
明治時代受西方文化影響，建築的尺度該採用何種標準成為各界關切的焦
點。日本國內在 1919 年設置的「建築材料寸法統一調查會」中便決定採米突制
寸法；1921 年 2 月建築材料聯合調查會公佈「洋式木造建築標準」時，亦以米
突制作為標準。然而，到了 1939 年農林省所公告的用材尺寸規格卻仍採尺、寸、

460

日記記載的溫度數據，約在 50-85 度之間。
如前文所述，1924 年的度量衡改正，除一般常見的度量衡單位外，計量單位改用「米突法」
亦是當時的既定政策，其中包括：壓力、功、功率、溫度等的計算。溫度在改制前多使用華
氏溫度，改制後則使用攝氏。但林獻堂的日記中，則出現華氏、攝氏並用的情況。
462
〈反對米突制〉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
，1925.3.21，第 4 版。
463
一間，為兩根柱子柱心與柱心的距離，在日本各時代長度不一，1875 年以尺貫法統一後，
‧
‧
1 間=6 尺=1.818 公尺。
464
王惠君、李志文，
〈日治時期台灣日式木造住宅之『木割法』探討〉
，
《台北文獻》直字 154（台
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5.12）
，頁 107-142。
465
王惠君、李志文，〈日治時期台灣日式木造住宅之『木割法』探討〉，頁 126。
466
戰後日本至 1959 年要除求土地與建築物外標記一律改用米突制，土地與建築物部分的實施則
在 1966 年。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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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來標示，467這大抵與 1933 年、1939 年日本兩度延長米突制全面實施時間有關。
戰後日本雖致力於將建築尺度改為米突制，但實際上仍隱含有尺貫制的影子，例
如：以 1820×910 公釐標識（即 6×3 尺）。
日治時代台灣近代建築物的建築材料，無論是木材、紅磚或是鋼筋混泥土，
多半由日本進口，或是由日商在台經營468，與日本國內建築業的關係甚為密切。
因此米突法推行後對台灣建築的尺度影響，大致也與日本國內相同。在政府法規
中雖可見改用米突制單位標示，但其背後仍無法完全脫離尺貫制的影響。
比較 1900 年的《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實施細則》、1907 年《台灣家屋建築規
則實施細則改正》、1936 年《台灣都市計畫令實施細則》，前兩項的內容以尺貫
法標示，後者則改用米突制。469
三、對戰後的影響
1. 專賣制的廢除
戰後初期，度量衡器仍維持專賣，在接收之初，度量衡業務由專賣局總務科
負責，1946 年專賣局組織調整後，設有度量衡科綜理業務，但因受限於經費，
僅重新籌備整理台北度量衡廠。台灣省專賣局，在接收後曾對度量衡事業作一系
列的規劃，如：分期修復各度量衡廠、鼓勵廠商製造、分設販賣所、分期收購舊
器等。470其中最後一點提到，將廢止一切日本舊器，並派員收繳銷毀或改造，先
由省市繁盛區盡力推行新器，然後由城市擴及鄉鎮，再由鄉鎮擴及偏僻之處。
471
1947 年，配合專業公司的成立，度量衡移交工礦處接管，專造專賣制，同時
廢除，改交由民間製作。472
2.公制度量衡的持續推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戰後的度量衡事業規劃中，提到：
「將廢止一切日本舊器，
並派員收繳銷毀或改造，……盡力推行新器」文中所謂的新器，應是指當時在中
國依公制度量衡所製作的度量衡器，然而 1924 年後的台灣推行米突制度量衡，
已屬同一套系統，反映了米突制度量衡在日治時期，民間仍並未真正落實。戰後
初期，部分新住民的主婦，把自備小秤上市場的習慣帶到台灣來，而後發現小販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王惠君、李志文，〈日治時期台灣日式木造住宅之『木割法』探討〉，頁 122。
參見：黃俊銘，
〈日治時期台灣主要建築構造材料生產系統之調查硏究〉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 1-4。
王惠君、李志文，〈日治時期台灣日式木造住宅之『木割法』探討〉，頁 128。
專賣局，〈台灣光復後之專賣事業〉
，《台灣銀行季刊》創刊號（1947.6）
，頁 224-225。
專賣局，〈台灣光復後之專賣事業〉
，頁 225。
顏清梅，
〈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省專賣局（1945-1947）--以《民報》為中心的觀察〉
，
《台灣文
獻》
（2006.12）
，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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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誠實，這樣的情況才漸漸顯少（有趣的是，距當時 50 多年前，日本內地的
婦人初來台灣，也有類似的習慣）。不過根據的報導，在當時的市面上仍可見以
「貫」與「匁」的秤量。473
戰後台灣絕大部分的度量衡器多屬日治時代所製，以台秤為例，秤蓋上常鑄
刻「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制」等字樣，在當時歷史氛圍下建設局為了「積極消
減日據時期遺跡」，故發函要求各縣市政府的度量衡檢定員在檢定度量衡器的時
候，須要求民眾修理削減字樣後，才予以檢定，474顯示戰後去日本化的色彩。
在台灣工業化的過程中，有 95％的機械由日本進口，這使得戰後台灣的機
械技術體系深受日本影響。在 1960 年代進口的機械，有六成都是日本所產。除
了地理位置接近外，更重要的歷史原因，則是機械的基本規格完全都是日本式。
即便二戰結束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但深仍受 1945 年以前日本與台、韓兩國間的
關係所影響。475但這也造成戰後「台灣製造」的機械，必須與日本貨互相競爭。
度量衡器也出現同樣的狀況，1950 年代，機器分會曾以「省產天秤供過於求」
請求政府貿易當局應該禁止進口外貨。原因在於當時台灣所製的小天秤價格較日
本製貴上十分之一，為了避免業界陷入困境，故有此要求。476
戰後政府曾多次大力推廣全面改用公制，翻閱當時的新聞報導，常見度量衡
主管機關，大聲疾呼應限期全面改採公制度量衡，然成效不彰。原因在於，一方
面囿於民眾的使用習慣，另一方面則受限於經費預算，以致始終無法大刀闊斧的
全面執行。1950、1980 年代，政府各有一波試圖強制要求民眾改用公制的措施。
1953 年省度量衡檢定所，為鼓勵民眾自動改用公制度量衡器、單位，決定
印製「標準商人」獎狀，商店凡使用度量衡器，並已完全改用公制及採用公制單
位者，將發給獎狀。477此外，商請其他政府機關配合，如審計部、主計處、財政
廳等，自 1954 年二月一日起，台灣省內各機關學校所有關物品採購、標售、報
銷列冊，以及報銷之統一發票，均須使用公制度量衡單位，否則不予核准。478
此外，為了加強推行公制度量衡交易，度量衡檢定所曾擬定計劃，務求自
1958 年初起，市面上不再有非公制度量衡之交易。加強推行的對象，為民間一
般工商業，因各公營事業已全部改用公制交易。因此於 1957 年 7 月份，舉行一
次全省性之度量衡總檢查，而後分別加強執行，屆時市場各商號使用非法之度量
473

〈
「刃」和「貫」〉
，《聯合報》
（台北），1970.5.15，第 9 版。
〈秤上大日本 當局令削去〉，
《聯合報》
（台北），1951.4.8，第 3 版。
475
堀和生，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亞的工業性分工：對機械貿易的分析〉
，
《東亞近代經濟的形成
與發展》
，台北：中央硏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硏究中心，2005，頁 184-186。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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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者，將予以取締，並視違法情節輕重，依違警罰法、度量衡法等法辦。至於各
縣市負責推行此項工作之主管機關與工作人員，政府將以其推行之成績作為年終
考績重要根據之一，以解決市場因度量衡種類眾多，而使買賣雙方交易不公平的
現象，因此要求地方官員必須嚴格糾正，並藉此安定物價。479
與前述相似的「限期改正」政令，直到 1980 年代仍陸續出現。1985 年，度
量衡事務主管機關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欲採取強制手段，全面取締非「公制」的
度量衡器。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自 198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整頓市場交易用
衡器計畫」
，宣導期間半年，而自 1986 年元月一日至六月底，為加強檢查取締期，
中央標準局、台灣省及台北、高雄兩市度量衡檢定所，將組成六個機動小組，對
於台灣地區的公有市場、私有市場、攤販集中場及商店等場所，全面展開抽查取
締。若發現仍使用未經檢定合格的秤，必依法取締，處以罰鍰新台幣三千元至一
萬五千元，不合規定的非法衡器予以沒收。480
不過，當時的省議會與中央採取不同的看法，認為台制通行已久，強行以公
制取代，將紊亂市場交易秩序，造成民眾困擾。因此反對取締台制衡器，並要求
度量衡檢定所繼續受檢台制衡器。並以刪除度量衡檢定所的預算作為手段，要求
在未經過台制與公制並用的過渡時期之前，不宜遽然廢止台制。481而後，省主席
邱創煥在省議員質詢下，「保證」在台省轄區不取締台斤衡器。當時標準局局長
向外界解釋，推行公制是依據《度量衡法》，由中央執行，台灣省雖「不取締」
台斤衡器，但並不表示不推行，只是在實際執行的做法上，採取較為溫和、的手
段。482
最後，中央標準局採取折衷方式，制訂了改良式的公斤秤，秤面上依公、台
斤的比例在六百公克處，以倒三角形標示一台斤，其餘也比照換算刻出三角形，
但無台斤字樣。483這樣的決策轉向使得全面實施公制的政策再度受阻，也使得戰
前「尺貫法」法中的「日斤」（台斤），至今仍然在市面上通用的原因。
無論是日治時期米突制的推行，亦或是戰後公制度量衡的實施，均受到來自
民間不小的阻力。就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的過程來看，政府執行力，是決定新
制度推行成功與否的關鍵。然而，一套新的制度引入，是否必然要將過去舊制度
完全取代？兩者是否有並存的空間？以「標準時間制度的引入」
，作對照組比較，
或可提供另一種思考的角度。西方的太陽曆引入台灣後，雖為現今社會的主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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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認，依農曆所進行的歲時節慶仍影響著一般人的生活。兩個時代的政府
選擇妥協，除了某程度是對民眾文化傳統尊重外，也突顯了徘徊於全球化與在地
化之間的兩難。

圖 5-7

公尺副原器：

圖 5-8

公斤副原器：

日本政府依國際度量衡局所發給的

日本政府依國際度量衡局所發給的

「公尺原器」所複製，送至台灣總督

「公斤原器」所複製，送至台灣總督

府作為當時長度單位檢驗標準之依

府作為當時質量單位檢驗標準之依

據。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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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邁向近代化」是日治台灣有別於其他階段的一大特色，這也使得明治維新
後日本近代化經驗，如何在台灣落實，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過去許多台灣史論
述，常將「度量衡的統一」視為日治初期重要的基礎建設，但其實際內容為何？
對於台灣民眾影響有多大？卻始終未被釐清。本文的目的即是希望解決這兩個問
題，一方面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沿革，另一方面則從生活史的角度，觀察
日治時期度量衡的制度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由於當時台灣的近代化幾乎與日本國內同步進行，而日本也持續學習模仿西
方文明。因此在論述日治時期台灣的度量衡制度發展前，本文先介紹世界、日本
與近代以前台灣的度量衡制度的發展。
就各大古文明的發展來看，人類的度量尺度，最早多是由「身體的尺度」演
變而來。多數單位間缺乏關聯性，換算相對複雜，以及各地尺度不一等，是身體
尺度常被人詬病的地方。然而即便能使之統一，又將以何者的尺度為標準？這恐
將涉及國與國之間的權力關係。18 世紀末，由法國所推展的「公制」同時解決
了這些問題，一來以地球圓周作為標準，全球均可適用；二來各單位均以「公尺」
為基準推衍而出，在換算上簡易許多。1875 年《計量條約》的簽訂為推廣「公
制」踏出了第一步，而後加入的國家漸多，但真正將其定為法定度量衡並落實之，
則多半在二次大戰之後。
日本的度量衡制度，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國影響，在融入其生活習慣後，逐
漸發展出「尺貫制」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各地的度量衡並不一致。直到 1875
年《度量衡取締條例》頒布，官方才致力於日本國內各地度量衡制度的統一；1885
年日本簽署《計量條約》，承認「公制/米突制」的合法性，但在 1891 年所頒布
的《度量衡法》卻仍是以「尺貫法」作為法定度量衡。一直要到 1920 年代，受
一次大戰、英國計畫改制等影響，日本才著手全面改用「公制/米突制」。不過，
卻在保守派人士的抗爭下，1933 年、1939 年兩度延長全面實施「米突制」的期
限，在法律上直到 1959 年才真正落實。
而台灣在近代以前，各地有其度量衡標準，這也造成多研究者的困擾。遺憾
的是，目前僅能就日治初期的調查資料，約略估算其數值。根據日治初期的舊慣
調查，以尺、斗、斤等基本單位為例，清代台灣民間使用的一尺數值範圍約在
0.208-0.423 公尺之間；一升換算成公制度量衡中的公升，約為 0.8-1.2 公升；所
謂的一斤實際量則在 0.533-0.814 公斤之間。從當時各地度量衡實際量的比較中
可發現，其差異與各地的商貿程度有密切的關係—商貿較繁榮、距離商貿中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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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地方其「量」較大（如：同樣稱一斤，其實際重量較其他地方重）；較蕭條
的地方、距離商貿中心較遠的地方則「量」較小。
而台灣原住民的度量衡，則多以「身體尺度」為主。清代台灣的海關權度，
因海關國籍使然，多使用「英制」的海關權度。在紀錄中，重量方面多以清國的
「擔」作為基本單位；面積單位方面則使用英畝；容量則使用加侖。基本上，歷
年海關資料中，商品重量的部份則多採中國單位。
在日治初期的調查中，常以混亂、不發達等字眼來形容清代台灣的度量衡，
不過平心而論，測量單位複雜、數值不一致的情況，並非清代台灣特有之現象。
例如：古英尺（foot）起源於腳長的古長度，其長度因地區而異，實際的數值約
在 25-39 公分之間；484即便是推廣公制度量衡的法國，在十八世紀中葉前，在大
約八百個名稱之下，包括了二十五萬種不同重量與尺度的單位。485測量單位的增
減，有溫和加價的作用：當人們把尺度縮短或偷斤減兩時，便能達到變相漲價的
目的。486這也是為什麼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國的度量衡普遍出現無可救藥般混亂
局面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官方無法做到全面性的嚴格監督更使情況惡化。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近代以前，人們是否有強烈的動機與需求，擁有一套精
確、一致性的度量衡制度？的確，度量衡的正確性，關係著交易的公平與否，但
在一個社會進入工業化以前，丈量上些微的差距似乎並不會對一般人的生活造成
重大影響。此外，由於交易範圍的限制，因此只要共同生活圈的度量衡單位一致
即可，除了官方徵稅的需求外，生活上的度量似乎不必然非全國一制一式不可。
然而，這種不精確的度量衡，在工業化後，不再被允許。為了達到大量生產的需
求，產品必須規格化、標準化。十八世紀以降，世界各國開始力求國內度量衡系
統的一致，甚至希望訂定出一套全球通用的度量衡制度，即是受此背景因素影響。
1895 年，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成為日本外地統治的原點，在日本化的
同時，也開始了台灣的近代化。此後，台灣的度量衡制度，先是走向日本化、再
向國際化邁進，初期先是改為與日本相同的尺貫法，完成全台性的統一，1920
年代後並致力轉化為國際通用的米突制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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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台灣度量衡事務，基本上前 40 年隸屬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局掌
管，至 1942 年 6 月則改由專賣局接管。歷任主管機構包括有：度量衡事務所、
度量衡調查所、度量衡司檢所、權度課、商工課、度量衡所。觀察其機關與人事
任用，可發現每當有重大度量衡政策欲推廣時，其機關與人事較為獨立，而在政
策落實後或暫緩實施時，則有主事者改採兼任、機關被裁併等現象。而度量衡事
務在 1942 年改歸專賣局，原因包括有：1.度量衡器的官賣性質與專賣相似；2.
加強不正度量衡與計量器的取締；3.在物資缺乏時期，有利度量衡器製作。二戰
後期，總督府官制的變革、殖產局的廢除亦是可能原因。
1895-1924 年間，官方陸續頒布幾項重要的度量衡法規，各有其階段性的意
義。1895 年的《台灣度量衡器販賣規則》
，開啟日本度量衡器在台灣販售的途徑，
為台、日度量衡制度統一的第一步；1900 年所頒布的《台灣度量衡條例》
，則奠
定日治時期台灣度量衡制度的雛形，規定度量衡器製作、販賣、檢定等內容；1906
年的《台灣度量衡規則》
，將度量衡器的製作收歸官營。1895-1906 間的諸法規，
基本上目的在以日本式的「尺貫制」統一台灣的度量衡。1909 年的《甘蔗計量
用衡器取締規則》，則反映台灣在地需求，為解決糖廠與蔗農間因秤量不公所引
發的糾紛，促成該項法規的制定。1924 年的《台灣度量衡規則》
，則以推動「米
突制」為基本方針。此後法條雖還有多次稍作修正，但基本上法規方向已無太大
的變動。
日治時期的官方的度量衡政策，以 1924 年為界，大致可區分成兩個階段。
前期透過「尺貫法」
，統一全台度量衡制度；後期則嘗試全面改採「米突制」
。承
本文第四、第五章所述，可比較出其異同。就官方角度來看，
「臨檢取締」與「教
育」，均是兩階段推廣度量衡制度的主要方式。度量衡執掌機構，搭配警察單位
的臨檢取締，有效遏止了不法度量衡器的使用；教育則是針對學齡兒童，傳授度
量衡知識。
但若透過教材，實際觀察課程中的度量衡知識內容，會發現在前期所安排的
教學時數與教材份量遠超過後期，幾乎每學期均有特定的章節介紹度量衡的單位
與換算，這與「尺貫法」單位較換算較複雜有關。此外，可以發現教科書內容配
合既定政策，改用「米突制」頗具時效性，特別是算術課本，在不到十年的時間，
課文中已幾乎完全不見「尺貫制」的蹤跡。相形之下，國語讀本雖亦改用「米突
制」，但部份課文中仍可見疏漏。
而官方的推廣，在兩階段則有鮮明的差異。「尺貫制」階段，宣傳方式主要
透過地方仕紳向民眾勸說；「米突制」階段，宣傳手法則較多元，除了技術官僚
巡迴演講外，還包括展示實物、播放電影、舉辦趣味活動等，均可看出官方積極
推動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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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兩階段度量衡政策對民眾的影響來看，前期效果顯著，後期則略遜一
籌。從官方的記載，或利用日記、帳簿等私文書來檢視，約在 1906 年左右，台
灣傳統的度量衡幾乎已被日本式的「尺貫制」取代，從「雜然紛陳」走向全島一
致。透過張麗俊亦或是林獻堂的日記，均可發現日式度量衡已成為他們慣用的生
活尺度。而後期「米突制」的推廣，似乎僅在公領域影響較大，例如教育以及官
方文書單位的改用。從報章的報導、民間創作的詩歌、或是日記等資料，顯示民
眾雖已接觸或瞭解「米突制」，但在日常使用上比例仍低。
表面上來看，官方在米突制的推廣上煞費苦心，但為何成效不彰呢?日治時
代「米突法」無法像「尺貫法」在台灣社會生根，除了 1930 年代後日本國內度
量衡政策受阻停滯外，與台灣社會本身的容受度亦有密切關係。
首先，「米突制」不像「尺貫制」與台灣舊有度量衡制度相近，因此民眾在
學習轉換上相對較困難；其次，就民眾實際利益面考量，改用「尺貫法」不僅方
便進行全島性與台日的貿易，並可規避行政責罰，然官方對於改用「米突法」的
強制性不高，在法律規範外的一般人即便不馬上改用也無妨，且部分資料顯示，
不少民眾擔心改用「米突法」後會使實際利益受損；再者，從日本以「尺貫制」
統一台灣度量衡到「米突制」的推行，二者距離不到 20 年（1906-1924）的時間，
民眾能否有如此麼強的適應力，還有待商榷。
因此，政府的執行力，雖是決定新制度推行成功與否的關鍵，但也不能忽視
民眾本身的需求。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地積單位「甲」的使用，無論是在尺貫法階
段，抑或是米突法階段，均無法取代它。相對來說尺貫法的推行較米突法順利，
但也並非能完全取代舊有的台式度量衡，僅能說是在多數層面的「成功」。而日
治時代最大的貢獻應是在於，使各地度量衡的數值齊一。過去所謂日治時期統一
台灣度量衡，指的即是以日本式的「尺貫制」
，結束近代以前台灣各地度量衡「標
準不一」的現象。
雖然後期「米突法」的推動並未徹底落實，但仍不可忽略其對台灣社會的影
響。1920 年代以後在台灣出生的長輩，其受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學習的主要是
米突制度量衡，現在民間慣用的「台式」487度量衡，反而他們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習得的。現今尚有許多老一輩台灣人對「糎、米、粨、粁」等字，能仍清楚無誤
地講解各單位間的關係。這些度量衡漢字，戰後日本雖已不再使用，但卻仍存在
這些人的記憶當中，或可作為 1920 年代後，日本「米突」在學校教育中成功的
佐證。

487

一般所謂「台式」度量衡，如：台斤、台尺等，即是台灣在日本統治後，統一改用的尺貫制
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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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中葉以後，日本政府透過教育等相關政策，試圖全面實施米突法。
到了 1930 年代中葉，在部份官營機構已可看出其推廣的成效，然而受日本捲入
二次大戰等因素影響，全面落實米突法並未在日治時代完成。到了戰後，中華民
國政府在台灣實施「公制」度量衡。米突法與公制本是同一套度量衡制度，台灣
民眾在日本時代已有 20 多年接觸的經驗，或多或少有助於公制度量衡的推廣。
希臘哲人柏拉圖（427-347 B.C）曾說：「『度量、計數、秤重』是消除感官
錯覺最好的方式。」而拿破崙（1769-1821）則對公制度量衡的制定，有過以下
的評價：「征服者來來去去，但此一成就將永垂不朽。」不僅突顯了度量衡對人
類生活的重要性，也反映人們對全球標準化的期待。而日治時期度量衡的意義即
在於：以尺貫法首度完成台灣度量衡的「標準化」，使日後精確地「丈量台灣」
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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