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行車發展軌跡－－以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蒐藏品為例
杜偉誌＊

摘要
臺灣的交通發展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本文透過館藏品的研究與文獻
回顧探討，追溯從日治時期至戰後這段時間，自行車對常民生活的影響及
改變，除了探究臺灣自行車從早期進口到自行生產的工業演化發展過程，
也藉由分析不同時期自行車的表徵及差異性，探討在整體歷史脈絡下自行
車及其衍生的相關物品，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從工具需求的角度去了解不
同時期常民生活與自行車的關係。
日治時期，臺灣的自行車多半仰賴日本進口，雖然由日本引進製造技
術，但仍以零組件製造為主。直到戰後，在政府的政策推廣下，臺灣自行
車製造組裝業才開始起飛，國產自行車也開始外銷。本研究發現自行車結
構樣式會因為當時常民需求而出現不同設計，以及因應使用需求衍生出來

式的自行車在輪胎、前叉、剎車系統、車架、停車架等結構上，都因其使
用功能不同而有不同的設計。

關鍵詞：臺史博館藏、日治時期、戰後時期、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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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制度與牌照等。型式上也有文車、武車及文武車之別，這些不同形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組約聘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2年2月21日；通過刊登：201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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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店」為看板名稱。人們對自行車稱呼方式有很多種，早期南部人將自行車稱作「自轉

人的生活通常不離「食、衣、住、行、育樂」五樣類別，而又以「行」的方面與

車」，北部人則稱它為「孔明車1」，中部人則稱之為「鐵馬」2；然而這幾種稱呼方

各類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近80年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臺灣人民生活的方式也隨

式，也最後隨著人口的流動漸漸失去地區性的區隔。近年來自行車與時尚概念結合，

之改變，尤其交通工具的使用上更有極大的轉變。與常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交通工具，

人們較常以「單車」、「自行車」稱之（自行車會訊第110期，2004：8）。自行車起

從早期的人力車、三輪車，到後來廣泛使用的自行車，再演變到晚近的機車，隨著時

源於歐洲，大約在1865年傳入日本，但由於零件缺乏，修補不易，損壞率高，直到

代的變遷經歷過許多改變。西元1887年第一批人力車從上海引進臺灣，1895日本輸入

1868年時自行車製造技術才開始傳入日本，因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進口

新東洋人力車，1903年從日本引進的「富士霸王號」更開啟了自行車的新紀元，漸漸

日本的自行車數量銳減，反而使日本國內自行車產量大增，因此日本成了自行車生產

融入常民生活中的使用；直到後來進入了摩托車、速克達的年代。這些交通工具的改

與外銷的大國，當時臺灣並無法自己生產自行車，加上當時自行車容易產生零件上的

變不但深深的影響當代臺灣人民的生活文化，相對的也直接的反映出常民在不同時期

問題，維修費用極高，早期自行車的使用者通常都需要具有想當的經濟地位才有資格

階段中不一樣的生活模式。

擁有（簡煥杰，2011：69-7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以蒐藏臺灣土地常民相關文物為主要

日治時代以前，牛車是臺灣農村社會的主要交通工具，當時的臺灣只有人力車和

範疇，藏品內容當然包含了常民生活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面相，而本文將僅針

馬車，並沒有自行車，一直到日治時期（1903年）自行車才經由日本輸入臺灣，當時

對自行車的演化及其衍生品進行討論。臺史博館藏蒐藏了許多從日治時期開始使用的

市面上較為著名的日本進口車有：富士霸王號、富士宣傳號、肯特、日美商社、松

自行車、三輪車等，及當時的使用執照、車牌等相關文物，本文將透過歷史脈絡的梳

島號、Large、能率、川村號、Premier等等，而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是在西元1900年由

理與文獻回顧，搭配藏品進行研究，希望能重現藏品當時的使用方式，從而推知當時

日本株式會社日米商行所製造的「富士霸王號」，其次是「能率」。當時一分農地約

常民在交通生活的演進，也探討臺灣自行車從仰賴進口到自行生產，甚至通往外銷的

100元，但一輛富士霸王號就要價30元，所以當時嫁妝若有一台「富士霸王號」，就

這段演變歷程。

等於現在擁有一部賓士車同樣的風光，為日治時期最具高級的自行車車種（許正和、
邱創勳，2007：33）。後來隨著市街道的發展，加上社會各階層的需要，使用者也越

現人力車與自行車共有的情形。（參見圖1~4）

自行車在臺灣從1903年至1970年左右的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僅倚賴進口日本車，後
來政府扶植推動，1950年後採取關稅保護管制進口，配合當時輕工業的政策，才開始發
展出國產自行車。隨著自行車的發展，對應當時的時代背景演變及經濟發展，使得自行
車也因應不同的需求而產生不同的型式。搭配政府相關自行車管理的法令政策，也衍生
出車牌、執照、稅單等許多相關物品，都在訴說著這段歷史背景與時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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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尤其在日治時期中期（1920年-1937年），不難看出當時臺灣各地街道上已出

二、日治時期至戰後之自行車發展

（一）日治時期（1903-1945年）：
「自行車」，日治時代日本稱之為「自轉車」，而這樣的稱呼方式也隨著日本殖

2 跨騎鐵製車身的腳踏車跑的向馬一樣快故稱作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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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臺灣而進入臺灣這塊土地，當時臺灣專職修理腳踏車的商家，便常以「自轉車商

1 因奇特又便利，被民眾視為珍稀寶貝，認為像孔明那樣聰明的人發明的，便稱為孔明車。

圖1：臺南市街景
館藏編號：2001.008.0675

圖4：臺北市街景
館藏編號：2001.008.0215

圖2：高雄市街景

日本產的富士霸王號是由「日本米商株式會社」於1900年代所生產的自行車，而
其重點特色有幾項可供辨識，主要材質零件是為銅製的、坐墊為牛皮坐墊、輪子及齒
盤相較於一般自行車還要大，而最主要的象徵記號即是日本的富士山標誌，煞車系統
採用後踩花鼓煞車，由於日治時期引進的數量不多，因此只有少數的官員、有錢人、
大地主才負擔的起，進入1940年日治末期漸漸有其他型式日本生產的自行車傳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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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編號：2001.008.0562

灣，而當時定義男性騎乘的車型俗稱為「武車」，女性騎乘則稱之為「文車」，但此
定義隨著時間及後續自行車的發展而有所改變（簡煥杰，2011：72）。

館藏編號：2001.00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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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臺北市街景

1. 日製富士霸王號（館藏編號：2004.025.0922）：
臺灣地區在日治時代（1895-1945年）五十年間，由日米商行於1903年代引進臺
灣，日本國產富士自行車稱之為霸王車，該車初期主要供上層社會使用。本館蒐藏之
富士霸王號的剎車系統，採用後輪反踩式剎車，此結構的優點是無需任何手指拉動鼓
式剎車系統，雙手可靈活運用，車把手可懸吊物品，車身多處印有富士霸王號的標
誌，如車燈架、鏈條蓋、前土除、後土除、握把，但無掛任何牌照。
圖5：日治時期老照片
資料來源：老一點 好一點
http://tw.myblog.yahoo.com/tomsvintagelife，2012/04/02

本館蒐藏有關日治時期進口的自行車為三件，其型式特色分述如下：
館藏日治時期自行車，一台為富士霸王號，適合男生所騎乘，另兩台為能率牌自
行車，兩台能率牌自行車皆為文車，是為當時女性騎乘車款，如下說明：

圖8：日製富士霸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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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能率牌自行車

資料來源：老一點 好一點

資料來源：老王的世界

h t t p : / / t w. m y b l o g . y a h o o . c o m / t o m s -

http://tw.myblog.yahoo.com/jw!Jeb_

vintagelife，2012/04/02

qFCRGAW4W4dzYo_kGR0z/profile，

圖9：日製富士霸王號座

圖10：富士霸王號標誌。

2012/04/02

墊（含椅套）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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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富士霸王號

2. 日製「能率牌自行車」（館藏編號：2004.028.1464）：
館藏的「能率牌自行車」為日治時期約1930-1940年間引進臺灣，形式為文車。
該車無後座架，有自備mayam發電系統搭配頭燈，剎車系統前輪為「圈式剎車系統」
並搭配警示鈴，後輪則為「後輪反踩式剎車」，輪胎使用超級加重胎，坐墊為塑膠皮
坐墊，支柱二腳柱，車身後面後土除上仍保有第一代牌照（牌照使用說明詳見第三章
第三節），牌照顯示為雲林縣，車牌號碼「013913」，前叉直桿上也裝有改版後的車
牌，為民國54年更換的車牌，發照地點依然是雲林縣，此車出處「岡本株式會社自轉
車、自動車製作所製造」，由車上配有發電系統及車牌判斷，此車雖為日治時期引進
之自行車，但戰後仍有繼續使用。

圖11：置燈架（上面刻有富士霸

圖12：富士霸王號手把，握把上印有富士霸王標記

王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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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能率牌自行車

圖13：前土除上有富士霸王

圖14：後土除上有富士霸王

號標誌

號標誌

圖15：鏈條蓋上有FUJI標誌

圖18：能率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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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能率牌車牌

3. 日製「能率牌自行車」（館藏編號：2004.028.1465）：
此件館藏「能率自行車」，年代約日治時期1930-1940年間引進臺灣。此台「能
率」自行車，形式為文車，前叉直桿上牌照為台南縣，但因年代已久數字已模糊，後
土除上保有初期第一批長型車牌，號碼為「006543」，發照仍為台南縣，前後土除及
前叉直桿皆有標示「能率」品牌，有車燈及發電設備等配備，後座有置物架，原車應
裝有四方型車鎖，但目前只剩下蓋殘件，車頭前叉直桿上標示「岡本自轉車株式會
社」標誌，剎車系統前輪為「圈式剎車系統」，後輪則為「後輪反踩式剎車」系統，
根據車身架構及部件標示判斷，此車應為「能率」牌自行車，但其坐墊卻出現FUJI及
其logo字樣，手把也出現「幸福」字樣，研判此車應更換過部分組件。

圖19：前輪剎車警示鈴

圖20：岡本株式會社自轉車、自動車製造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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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能率牌自行車

圖21：發電系統

圖22：第一代車牌「013913」

圖23：後輪反踩式剎車

圖26：自行車牌（台南縣05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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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能率NORITSU

（二）進口批發時期（1946-1950年）：
日治末期1940年開始，日本將臺灣視為南進基地，開始陸續有少數零件工廠成
立，但是又因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物資被送往日本作為戰爭需要，此時自行
車產業發展又再度陷入低潮，使得臺灣自行車反而有減少的趨勢。1945至1948年間戰
後初期，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政府終止對日貿易，臺灣自行車零件改由香港及大
陸進口，直到1948年臺灣開始再度開放對日貿易，大量日製的自行車陸續進口臺灣。
當時臺灣缺乏自行車工業，又因臺灣戰後初期自行車並未普及，所進口的自行車
多數分發給軍人或公務人員使用，但也因此燃起一股自有品牌的旋風，從日本進口的
圖27：能率logo

圖28：岡本自轉車株式會社

車子掛上自己的銅牌再售出，可從七十多元賣到一百零五元，因此有人看中了這股風
潮進入這個批發商的行列，當時著名的批發商為臺北「伍聯貿易」的邱陳傳、員林
「清秀車行」蔡淇茂、臺南「清標車行」郭維法、員林「正興棧」徐紹、高雄「高興
鋼鐵」呂銘傳，這五大批發商並有「自行車批發五虎將」之稱，且雄霸整個臺灣自行
車進口零件的批發市場，其中「清秀車行」蔡淇茂在五虎將中排行老二，創業於1947
年，當時他發售的自行車為清秀牌、信用牌、月光牌三款自行車，而本館所蒐藏的正
是當時所發售的「信用牌自行車」。（簡煥杰，2011：100-101；許正和、邱創勳，
2007：38-39）
館藏信用牌霸王號自行車（館藏編號：2004.028.1463） 型式為「武車」，前叉
直桿設有輔助桿，車架上管增加「補強桿」，車尾載物台下方兩側增加強化鐵架，剎

圖30：圈式剎車系統

車採用「鼓剎式剎車系統」，後裝置較寬置物架，後輪圈幅也較為粗大，是輛名副其
實的「武車」，判斷應用於載貨使用，車身明顯標示「信用牌霸王號」標誌，車身及
前、後土除、車燈架皆標示了該廠牌標誌，後架上有「清秀工廠出品」標誌，證實為
蔡淇茂所經營的「清秀車行」出品。

霸王號字樣椅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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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印有F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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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幸福字樣手把

（三）自製國產車時期（1951-1970年）：
由於臺灣自行車產業的蓬勃發展，政府有介於國內自行車之興盛，發展了一系列
的「進口替代」、「愛用國貨」等口號支持國內自行車產業，自1950年起，政府便開
始管制自行車的國際貿易事項，也由此加快了自行車平民化的速度，1951年政府先從
管制進口的自行車與零件（例如輪圈、前叉、車把、車架、大齒盤、花鼓等）著手，
1954年，舉凡成車皆不得進口，重要零件則依規定准予結匯，此舉使得國內有心人士
開始投資開設自行車製造工廠，後續逐漸有飛虎、福鹿、自由、伍順等四家老字號自
圖32：信用牌霸王號自行車

圖33：信用牌霸王號標誌

行車大廠的出現（李佩璇，2009：41）。
1951年至1954年之間，政府開始插手扶植自行車產業，也是在後續能夠發展順利
的一大關鍵因素，當時接受政府扶植的有四大組車廠，第一間是從大陸撤退來臺的大
東公司，品牌為飛虎牌，1951年便成立於南港七堵，該公司所生產的自行車即是為臺
灣第一台國產自行車，當時一台售價約為新臺幣750元，1952年台南則成立臺灣自行
車公司，品牌自由牌，高雄則成立臺灣機械公司，創立品牌為福鹿牌，1953年最後一
間公司則成立於台北的伍順牌，上述四間公司皆為政府協助創立，但除了這四間公司
之外還有一間於1953年位於台北板橋深丘的伍聯實業，也是後來常見的伍聯牌，該公
司並未接受政府的扶植，而是自行創立的公司，而這段時間的發展即為奠定後續自行
車產業發展的基礎，也是國產自行車發展的開端 （許正和、邱創勳，2007：44）。

圖35：前土除標誌

圖37：輔助桿

圖38：自由牌台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圖39：自由牌台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廣告傳單

公司出品廣告傳單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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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清秀工廠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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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後座寬大置物架

表1：早期組車廠分廠名及分佈地區

年代

廠名

地點

備註

1951年

大東公司（飛虎牌）

台北（南港七堵）

政府扶植

1952年

臺灣自行車公司（自由牌）

台南

政府扶植

1952年

臺灣機械公司（福鹿牌）

高雄

政府扶植

台北大龍峒

政府扶植

台北板橋

自行創業

1953年

伍順自行車（伍順牌，菲力

1953年
圖40：福鹿牌臺灣自行車公司廣告單

圖41：伍聯牌台灣伍聯號腳踏車製造廠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出品廣告單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牌的前身）
伍聯實業（伍聯牌）

資料來源：（許正和、邱創勳，2007：46-8）

在此階段，國產自行車於品質上仍與日產車有一定的落差，不僅各項零件皆由不
同工廠打造，規格時常不一，甚至螺帽與螺絲也常出現不合的狀況，但國產車售價較
低，卻能夠提供一般民眾更親民廉價的價格，此時自行車更成為了國人日常生活重要
的交通工具，而後由於國產自行車年產能僅達3萬至4萬之間，對於臺灣市場及外銷市

自行車多為劣質廉價品，但因當時生活水準低，消費者重價格甚於品質，使得四大中
圖42：福鹿自行車

圖43：福鹿自行車車牌

心組車廠的生意一落千丈，自由市場改由批發起家的伍聯與幸福牌取代（許正和、邱
創勳，2007：48）。
1960年代的自行車市場可謂進入百家爭鳴的年代，當時出現眾多的批發商或車行投
資組車廠，這些工廠生產的自行車型式包括了文車、武車與文武車。而同一車行也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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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需求量供不應求，也促使許多規模不大的地下工廠紛紛崛起，而地下工廠生產的

出現以不同車牌表示不同車款的情形，由此可見1960年代是臺灣自行車業的茁壯期。
圖44：福鹿標誌
資料來源：生鏽之美，玩老馬
2012/4/2

車，1954年以前，臺灣有大東、自由、伍順、福鹿及伍聯等五大組車廠，但之後相繼
倒閉，市場後來由批發起家的伍聯、幸福牌所取代。1961年後，批發店起家的組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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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tiquebicycle.pixnet.net/blog/post/37943707，

本館蒐藏之幸福牌自行車（館藏編號：2000.001.0041）為戰後時期生產的自行

家快速增加，當時最有名的就是位於臺北的「幸福牌自行車」。幸福牌自行車，偏屬

臺史博館藏的「幸福牌自行車」，型式為文車，無後架，應為代步用車，有頭燈

於文車的型式，因為輕巧是當時用來代步用相當受歡迎的自行車，尤其更是受到一般

但發電系統已被拔除，前輪剎車系統為「圈式剎車系統」，後輪則為「後輪反踩式剎

公務人員、醫生、老師等等的青睞，當時一輛幸福牌的自行車要價1500元到1600元，

車」，後輪配置方形車鎖，坐墊下方置物盒架有配置置物盒。前叉直桿上裝掛著由屏

相當於當時中階公務人員四到五個月的薪水（簡煥杰，2011：103）。

東縣發給、民國60年的車牌，前土除有明顯標示幸福牌自行車牌，前叉直桿、龍頭、
把手、前後土除、坐墊下方置物盒、前叉、車身皆有標示「幸福牌」標誌，車身附保
護套，上面有「三球牌自行車」出品字樣。

圖45：幸福牌自行車廣告單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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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幸福牌自行車

圖48：土除上標誌

圖49：車牌（屏東縣民國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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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幸福牌自行車廣告單 資料來源：洪輝龍先生提供

三、自行車的型式特徵與組成架構
自行車的使用，在1920至1970年間是農村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日治時期能購得
自行車使用即為小康人家；而臺灣戰後時，隨著時間發展每村落約有二、三十輛自行
車，1950至1960年代，農夫常將稻殼、蔬菜、地瓜、雜糧等農作物以載貨的自行車運
到城市販賣 （簡榮聰，1991：108），不難看出自行車在早期的臺灣在使用上於常民
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工具，無論是用來做生意或是增加工作時移動的便利性。
「文車」與「武車」的定義在日治末期因為功能性的區分，自行車型式而有所改
變，例如日製松田號自行車，也是後來坊間俗稱的「武車」，武車主要用於載貨運
輸，所以強調的是車身的結構性要很強，比起後續「文車」的定義則是以輕巧代步為
圖50：車身保護套

圖51：前土除上標誌

導向，當時使用文車的族群大多為警察、醫師、老師等等，而「武車」則除了用來載
貨之外後續也演變成做生意的工具，例如「雜細車」就是因此演變而來，直到戰後臺
灣開始自行生產自行車，而生產型式除了「文車」與「武車」的型式不變之外，最後
還發展出「文武車」的型式。
自行車的形式在各個時代會因需求而改變，但車體多為鐵管製造，有把手、坐
墊、橡皮輪胎，甚至有警鈴、車燈等裝置。多數的自行車車燈是以一種小型的轉動式
發電機發電，透過後輪轉動來帶動小發電機點亮燈泡，踏得越快，燈就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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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置物盒

圖53：車頭

資料來源：自行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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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自行車基本結構與配件

1. 武車：

（一）自行車型式區分
日治時期當時人們習慣把女性騎的自行車稱之為「文車」，男性騎的稱之為「武

武車的主要用途為載貨用的自行車，這種載貨用的腳踏車各部份需要特別粗大才

車」，後來因為功能性的演變使得文車與武車的稱呼有了改變，用來運輸載貨以及

有支撐力，最重要的部分是骨架，所以需要再燒一根橫樑上去才夠支撐重量，光車

做生意的自行車稱之為「武車」，而為了增添移動方便作為代步使用的稱之為「文

架粗也不夠，前支架也容易承受重壓而折斷，容易產生危險，所以要套上一支輔助

車」，到了1960年時期才有業者將文車與武車的特性進行結合，而形成了「文武

桿，即使前支架壓斷還有輔助桿可以支撐不至於發生危險（林瑤棋，2006：206），

車」，外觀設計仍保持文車的秀氣，但車身結構上則是增加武車的強化結構 （簡煥

即「武車」的主要特徵會在車頭前叉上增加兩根輔助桿，車架上管也會由一根平衡桿

杰，2011：103）。

增加為兩根，車尾載物台下方兩側增加強化鐵架。另一方面，為了防止鼓式剎車皮
的故障，增列了第三剎車功能以確保行車時的安全，利用腳踩剎車制增加後輪的剎車
功能。此外，其後座也較為寬大，後輪圈輪幅較粗大，把手有輔助桿設計，防止負荷
過重，停車的部份則以四腳柱增加停車時卸貨的穩定度（許正和、邱創勳，2007：
54）。

2. 文車：
使用者大多為警察、醫生或老師等等，因此設計也較為輕巧，其特徵是後座較
圖55：由男生和女生
分別騎乘武車與文車
館藏編號：2003.009.
0031.0001.032

窄，車圈輪幅較細，前剎車採用車圈式剎車器，後剎車採鼓式剎車，後座下方有一置
物盒架，停車架為兩腳柱。部份剎車系統則是前面為V夾剎車，後輪採逆轉反踏腳踏
板使輪轂制動產生剎車，會依不同的廠牌而有不一樣的剎車系統設計（許正和、邱創
勳，2007：53）。

「文武車」是介於「文車」與「武車」之間的車種，設計上著重車身的輕巧，卻
也要考量車身結構的穩固，整體外型以文車為主體，但在把手與前叉之間設計輔助
桿支撐車體結構，以防止把手負荷過重折斷，停車架為兩腳柱（許正和、邱創勳，
20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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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武車：

圖56：做生意使用之

洪輝龍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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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車 資料來源：

表2：各型式自行車表

（1）伍聯牌霸王號自行車（雜細攤車）（館藏編號：2010.031.0287）
「伍聯牌霸王號自行車」即為「武聯實業」出品，這家組車廠是由徐紹於1953年
於板橋深丘創立，是1954年以前臺灣五大組車廠龍頭之一。而臺史博所蒐藏的「伍聯
牌自行車」型式既非「武車」，也非前叉直桿並加裝輔助桿的「文武車」，是典型
「文車」的型式，但其用途卻並非一般文車用法，反而作為「雜細車」用。
其剎車系統前輪為「圈式剎車系統」後輪則為「反踩式剎車系統」，有設置頭燈
及發電系統。有趣的是，其前叉直桿上掛有「臺南縣民國51年」車牌，但車身支桿上
另外掛有「臺南縣民國54年」車牌，研判應是換牌照時未取下。後座架加裝洗衣用
「洗衣板」，應是為增加其放置木箱時的穩定性，加裝的防盜鎖應為後期加裝上去，

武車：強化車身結構，前叉
加裝輔助桿，車架上管也會

文武車：以文車形式為主，

由一根增加為兩根平衡桿，

前叉上加裝輔助桿，後座增

車尾載物台下方兩側增加強

加置物架。

化鐵架。

館藏編號：2004.003.0773

文車：基本車架，無任何輔助

因車鎖款式與近代淑女自行車常用的車鎖較為接近。

設備，強調輕巧便利性。
館藏編號：2000.001.0041

館藏編號：2000.001.0040

資料來源：自行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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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衍生運用
在臺灣機車與汽車尚未普及的情況下自行車儼然成為當時人民謀生的非常重要的生

圖57：伍聯牌自行車

財工具，當中又以「武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武車」具有載重物的能力，所
以在當時許多人利用武車的特性，在後座裝載著生財糊口工具做生意，當然樣式會依據
不同販賣的東西而有所差別，而常見的雜細車即為其中一種，利用自行車後面裝置木箱
在鄉間沿途叫賣，定點停靠讓人們自行前往挑選生活中所需之日常用品，這是有別於一
邊固定商店，採用主動出擊的販賣方式，而這樣的銷售方式也能提供一些居住較為偏遠
的人民在採購生活物資上多了一項更為方便的選擇，例如很多婦女沒時間採購，就可藉
此方便採購胭脂、白粉、針線等自身用品（許正和、邱創勳，2007：37）。
圖58：車牌

圖59：後座木箱

圖60：伍聯霸王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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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館蒐藏之雜細車與工具車如下：

（2）世鷹牌自行車（館藏編號：2004.028.1459）
戰後初期自行車為許多人的重要生財工具，騎著自行車沿街叫賣的情景在戰後初
期的臺灣街頭是很常見到的事情，而載滿商品沿街叫賣也突顯出當時臺灣人刻苦耐勞
的精神，臺史博館藏之「世鷹牌自行車」，其用途為販賣冬瓜茶之「文武車」。前
叉加裝輔助桿增加強度，剎車系統前輪為「圈式剎車系統」，後輪為「鼓式剎車系
統」，設有頭燈及發電系統，皮製座椅，車身支桿上保護套有「金益車料廠榮譽出
品」字樣。其以文武車作為作生意的工具，目的除了使用上移動的便利性，位於前叉
支桿的輔助桿則可增強車身結構，以利載重後座的「冬瓜茶桶」與兩側吊掛之木箱。

圖63：世鷹牌自行車後面照

圖64：世鷹牌車牌

（三）牌照
日治時代，臺灣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管理，由於日本管理制度嚴密，基本上社會

品，使得自行車失竊時有所聞。當時接管的中央政府為廣為徵稅，遂於1950年頒布「自
行車騎坐規定」，除了要繳納牌照稅捐之外，並同時發給俗稱「香蕉牌」的長條型車
牌。該型車牌裝置於車尾擋泥板上，採兩片嵌合式設計，母片鎖定在車輛上，子片為可
抽取式，子片上的中文大寫數字與母片上的數字兜在一起後能成為完整車牌號碼中文大
圖61：世鷹牌自行車

圖62：世鷹牌自行車車頭照

寫數字，且與母片上的阿拉伯數字穩合，始為合法牌照（陳正治，2005：89）。例如，
子母片崁在一起後數字是「O 一一二二五七」，母片下端的阿拉伯數字為0112257，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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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還算良善。但在臺灣戰後初期，由於內政管理尚未上軌道，自行車又是民生必需用

是合法牌照（如圖59）。倘若發生交通違規事件或逾期未繳納稅捐者，管理機關或警察
有權取走子片車牌，此時母片車牌上即出現「停用」紅色字，此即表示該車不得再騎乘
上路；如果隨意拿另一子片鐵牌崁入母片中，雖可崁入，但其中文大寫數字與母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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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畫兜不起來或與母片上的阿拉伯數字會不合，即為非法牌照。

此種管理模式在戰後普遍的常民善良民風下維持達九年之久（1950年-1958
年），當時車輛所有人因故得離開車輛時，只要抽走子片上的鐵牌即可達到防
盜效果。1959年自行車的牌照更新（如圖62、圖63），但新牌照除可看出是否
繳稅外，防盜效果大不如舊款的長條抽取式車牌。1959年至1972年，車牌裝置
方式改為掛在前叉直桿上。

圖65：早期臺灣車牌
資料來源：府城囝仔－－格林單車

圖67：1950－1958年長條型車牌

圖68：改版後車牌（本牌照請裝掛前叉直桿上）

館藏編號：2004.028.1465

館藏編號：2004.028.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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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49年度乙種自行車牌照稅稅單
館藏編號：2004.003.0134

圖69：改版後車牌
館藏編號：2004.028.0733

圖70：左圖男子旁的自行車所懸掛之車牌即

館藏編號：2005.014.0001.00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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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950年至1958年第一代自行車車牌。

（五）小結

（四）發電系統
自行發電的結構在1950年代被政府規定為自行車必要的裝備。戰後初期，正當民生

本篇針對館藏自行車共計14台（如表3），以年代做為區分，日治時期共計3台，

物資缺乏之際，道路皆無路燈，自行車又是常民生活動必需品，為了避免夜間騎乘自行

進口批發時期共計1台，自製國產自行車時期共計10台。若以型式上做區別，「武

車發生意外，即規定自行車在夜間騎乘時必須自備電燈。當時日製規格自行車，設計有

車」計3台，「文車」計7台，「文武車」計4台，廠牌統計有13種不同廠牌，彙整館

齒輪式摩擦生電器，只要啟動開關，生電器上之滾輪依附於輪胎上，即可利用車輪運轉

藏14台自行車中發現，在牌照方面日治時期進口的自行車上常見一車有兩個牌照的

速度，自行發電讓電燈發亮，而且車速越快，燈泡就會越亮（陳正治，2005：88）。此

景象，這種在後土除上仍保留著當時第一批發行的牌照（約於1950年至1958年間使

種自給自足的發電系統，即俗稱的磨電燈（如圖65），應用原理是利用後車輪轉動帶動

用），但是前叉直桿上又裝置著1959年以後改換的新車牌，也許是因為年代較為接近

磨電器的外輪轉動，進而利用磁鐵在線圈轉動感應起電的原理，產生直流電送到車前燈

的關係，日治時期的自行車使用時無須掛牌，但戰後期因應政府牌照規定因此掛上第

具,並且使用車身鐵材與單一導線作為其電流迴路（current loop）。

一批車牌，後續因為牌照型式上改變，所以才有一車兩種型式牌照的情形，而較後期
國產自行車便無此種情況產生。
另外在自行車剎車系統方面，從彙整資料中發現，剎車系統分為三種形式，分別
為：圈型剎車系統、反踩式剎車系統、鼓式剎車系統。在「文車」方面在常見的剎車
系統方式為：前輪為圈式剎車系統，後輪為反踩式剎車系統。在「武車」方面則較容
易發現通常都以「鼓式剎車系統為主」，但此狀況並無一致性，隨著不同廠牌仍可發
現不同的搭配方式。
車身中標誌廠牌這部分，廠牌標誌通常會位於車龍頭、前叉直桿上、前後土除、

圖71：自行車齒輪式摩擦生
電器與迴路

底下則會出現如「某某自行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等標示。這是因為同一車行也常會
出現以不同車牌表示不同車款的情形，就例如員林清秀車行就出了清秀牌、信用牌、
月光牌等三種車牌。
本研究也針對形式進行判定，歸類出館藏「文車」、「武車」、「文武車」的數
量，但其中須特別提及的則是館藏日治時期的「富士霸王號」，雖然它在型式外型上
與戰後期形式上的定義有出入，那是因為基於年代屬性的不同，日治時期針對「武
車」及「文車」的定義與後期為了功能性而進行區分不同，所以對於館藏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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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編號：2004.025.0923

車架主體、及置頭燈架上，有鏈條蓋的也會標誌在其上面，在某些自行車的廠牌標誌

「富士霸王號」仍以「武車」的型式判定之。

器使車燈能提供照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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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利用齒輪式摩擦生電

表3：館藏自行車總表
車燈

日治時期（1903-1945年）
品牌

型式

配備

剎車系統

車牌

圖檔

伍聯牌
2010.031.0287

發電系統
文車

車後架
●

販賣物品

前輪圈式

臺南縣民國51

後輪反踩式

年、民國54年

鼓式

無

鼓式

無

用木櫃
富士霸王號
2004.025.0922

武車

無

後踩花鼓

無

車燈
發電系統
前 輪 圈
能率牌
2004.028.1464

文車

無

式
後 輪 反

車後架
●

無

世鷹牌
2004.028.1459

踩式

茶用之茶

文武車

桶與木箱
●

前 輪 圈
能率牌
2004.028.1465

文車

車後架

式

車燈

後 輪 反
踩式

型式

配備

剎車系統

助桿）

照年度已模
糊難辨認
發電系統

車牌

東陽牌
圖檔

2000.001.0040

車燈

武車

車後架
●

2004.028.1463

●

武車

輔助桿

車後架

鼓式

無
萬發牌
2002.005.0396

發電系統
文武車

型式

配備

車燈
幸福牌
2000.001.0041

文車

坐墊置
物盒

剎車系統

車牌

車後架
●

自製國產車時期（1951-1970年）
品牌

輔助桿

反踩式

輔助桿

高雄縣民國60
年發照

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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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王牌霸王號

輔助桿
（前叉輔

台南縣，發

進口批發時期（1946-1950年）
品牌

販賣冬瓜

前輪圈
式

屏東縣民國

牡丹號

後輪反

六十年發照

2004.003.0773

車後架

鼓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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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式

文武車

轉型為「休閒化」、「運動化」，故從1903年至1970年這六十幾年的時間，在臺灣自
發電系統
泰新特級號
2004.025.0923

文車

車燈
車後架

南投縣，號
前輪圈式

碼：8759，發

後輪反踩式

照年度已模糊

車鎖

無法辨識

行車發展史上有著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當中包含許多常民的生活記憶，而後期的工
業化使人民所得逐漸提升，價值觀也有所轉變，使得自行車後續演變成運動休閒化，
更因人們後來開始注重生活品質與休閒娛樂，自行車甚至演變成扮演一個休閒娛樂重
要的角色，而這部分的轉變也是後續值得另一個探討的議題。

梅鷹牌
2002.005.0398

文武車

發電系統

前輪圈式

車後架

後輪鼓式

高雄縣，號
碼：87927，
民國59年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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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日治時期至日本引進第一台自行車到臺灣，開啟了臺灣的自行車史，一開始它代
表珍貴、上流社會的身份表徵，但後來日治後期松田號武車進口，讓自行車的使用型
態，慢慢從珍貴的象徵轉變成為養家糊口的生財工具。戰後1952年政府積極的推廣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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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國產自行車的生產，使得1960年後批發商或車行投資組車廠的情況快速增加，是自
行車內銷最興盛的時期，也是文車、武車與文武車型式鮮明且盛行的年代。直至後來

便利、更有效率的選擇，自行車頓時成為相較落伍的交通工具，而後續自行車也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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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不需掛牌的49 c.c.日本機車大量輸入臺灣，人們在選擇移動上的方式，有了更

3. 生鏽之美，玩老馬http://antiquebicycle.pixnet.net/blog/post/37943707，2012/4/2。

The History of Bicycle Development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Collection i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Du, Wei-zhi ＊

近代臺灣社會領收證使用的歷史
意涵：以嘉義地區為例
﹡

林孟欣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is closely linked to people's life. Through

摘要

the studies of the collections and the review of document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bout the

領收證出現之前臺灣的農業社會便經常運用完單、執照來作為納租完

inﬂuence and changes of bikes in people´s daily life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成的憑證；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交易活動更趨頻繁，憑證的使用更是

the post-war period. In addition to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不同階段交易環節的證明函件，例如：報價階段的注文書（訂貨單）、出

of bikes in Taiwan, it probes into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kes and their derived

荷／出庫案內書（明細單）、下付願（申請書）、請求書／計算書／見積

objects, but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wteen life and bikes from the angle

書（請款單）等。

of implemental needs.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一批嘉義地方的憑證資料，分別屬於嘉義郡
水上庄信用組合以及太保鄭家。其中太保鄭家的領收證資料，應當是該家

Import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rom Japan, we assembled components of bikes only.

族於日治時期經營相關的產業活動所留存的憑證，雖然這批題名多為領收

After the war, under th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s policy, the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證的零散資料，看似雜亂無章，但若細究整批憑證的內容卻隱約藏著日治

industry blossomed. Also, the exportation of the domestic bikes started. This study found

時期商業經營的故事。

that the structures and styles of bikes were designed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people, from which the systems of management and license also derived. There were

本文希望藉由這批領收證來認識地方社會如何操作新式的會計檢核制
度以及臺灣漢人的傳統家業在變動環境中繼續發展的歷史經驗。

also different types of bikes, such as for civil, military use or for both, which are different in
design of the tires, brakes, and fram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關鍵詞：商業簿記、領收證、工場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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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bikes in Taiwan are mostly imported from Japan.

Keyword：collections、Japanese colonial period、After the war、bikes
本文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審查意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The Researche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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