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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大百年人物回顧，
大島金太郎先生與理農合一的信念

前言

本 校 前 校 長 大

島金太郎先生，過逝

已七十二載。大島先

生一生的前後兩段，

分別參與並締造北海

道大學與台灣大學，

對於這位中興大學有

史以來，在任 久校

長，一生的志業可說

是極富傳奇。

第一次知道大島先生是在民國九十二

年九月七日的中國時報，當時有一系列，針

對國有財產局準備收回，原日本殖民當局在

大正、昭和年間，陸續蓋成的官舍 (職務宿

舍)。這當中有位於北市福州街，前台大校長

虞兆中宿舍，後來才知這棟建築大島先生也

住過，只是時間要再往前推七十一年 ( 1 9 3 2
年)。也因此，筆者在寫成此文當中，遇到相

當數量的 (日文 )漢字，基於史料，儘量延用

其原詞，用括號引申其現代意義。

要了解，興大有史以來，擔任 長時間

(1922~1934)的校長，在家中是長子的大島金

太郎於1871年9月，出生於東京(府)，父親是

大島鍛老先生。大島家族 (藩士 )與日本幕府

德川關係深厚，名古屋藩主德川慶勝(德川17
代)之子，德川義禮將家族移往北海道的八雲

町，這是大島鍛與北海道淵源的開始。大島

家族在八雲先後經營，直屬德川家的大野農

場與德川農場，將其中的酪農事業推向全日

第一的地位。

大島老先生歷任八雲町農會會長，山越

郡牛馬畜產組合 (合作社 )社長，八雲町會 (議
會)議員，隨者日本自明治初年，大批學者人

士，留學西方獲取新知的潮流，大島家族也

協助德川義禮之子，將德川義親也送往歐州

視察，這也是日本 早進行的農產海外技術

改良。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之下，大島金太郎

先生幼年，即進入日本北方第一學府，札幌

農學校(札農)農藝傳習科，一直到1893年 (大
學)畢業，之後留學美國修習農藝化學，並學

成歸國。這時大島博士，開始擔任札農的助

教授與教授，到了廿世紀初，大島博士也兼

任北海道廳技師。日俄戰爭前後，以札農為

基礎，先後開設了，東北帝大農科大學與北

海道帝國大學(北大)。參與肇始(北大)的大島

先生，延續廿年後的台灣，參與肇始台北帝

大時，大島先生還是(北大)農學部教授。

說到大島金太郎先生與台灣的淵源，

就不能不提到新渡戶稻造，很多人曉得日本

現今五千元鈔票，就是印著新渡戶氏的肖

像，原來新渡戶氏也是大島金太郎在札農

的學長。之前新渡戶氏在札農畢業後 (第二

屆 )，赴美 (霍普金斯大學 )修習，大島先生也

是隨後赴美修習。北海道帝國大學 (北大 )成
立後，新渡戶氏擔任首任的北大圖書館長，

大島博士就是接續的館長直到第四任。之後

(1901年)新渡戶氏南渡，擔任台灣(總督府)首
任的殖產局長，當時這位新渡戶局長上任的

第一件事，就是確認 (總督府 )農事試驗場，

同時兼任這新場的首任場長。 (台北 )新場也

因此，由台北城內遷往 (台北廳 )頂內埔庄，

此址到了大正年間，改稱富田町，就是今天

的舟山路與基隆路，本校早期 (台北 )高等農

林學校與台大校本部，都是由此開始。

 1920年，時年五十歲的大島金太郎南來

台灣，此後的十五年，一直到他任內病逝台

北，這與湯惠蓀校長的遭遇類似。大島先生

成為本校在任 久 ( 1 3年 )的校長，初來任命

為(總督府)技師兼(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場長。

在 (台灣 )教育令兩次頒布的大環境下 (舊制

1919年、新制1922年)，此時的農事試驗場，

先是在當年停辦該場每年度的農科 (講習生 )
招生。到了1921年 (總督府 )農事試驗場，改

制為(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中研)農業部，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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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這新設的 (中研 )農業部長。因應停辦

該場年度農科講習，多出來的場舍與人力資

源，而1919年成立的農林專門學校 (農專 )，
還跼限在台北城內，原清代巡府公署的狹小

區域。

 1 9 2 2年伊始，新制的教育令上路，本

校增制(教職員增四倍)為(總督府)高等農林學

校 (高農 )，也正式移往富田町 (今羅斯福路四

段 )與前述的 (中研 )農業部，同在一處 (合址 )
運作。為與日本內地的 (大學 )學制接軌， (台
北 )高農學制訂為六年 (本科三年、大學預科

三年)，這當中，看到大量的大島先生努力痕

跡。僅管阿部文夫教授，已擔任過本校創始

(台北農專 )的學校長，由於日制習稱高等農

林學校的校長為主事，本校初代主事(首任高

農校長)成為的大島先生的永久稱號。

早期的本校與前述的中研農業部合址

運作，也意味新的擴增。鳩工興建的壯觀校

舍，更靠向今天的 (台北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

交口。從政策面來看，新制的教育令更重要

的任務，就是在台灣引進 (帝國 )大學，以大

島先生主導的 (台北 )高農新校舍，作為未來

(帝國 )大學的硬體主軸，從 1 9 2 3年到 1 9 2 8
年起，獲得 (總督府 )高層，包括伊澤總督本

人，村下民政長官的鼎力支持，才能持續的

進行。事實上，到了 (台北帝國 )大學開設之

後，也未曾中止，直到今天，台大教務處(高
農本館 )，台大物理館 (高農農學館 )，台大工

學院 (農專本部 )，都還看出當時規劃的長遠

績效。

要談大島先生的理農合一，有關農林本

科的老師，實在人數眾多，將另文敘述。在

此，就從籌備 (帝國 )大學，還包含軟體建設

說起。由1926年開始儲備人才，送往先進歐

美國家深造，而且在傳統的專業認知上，即

使是與農學林學無關，大島先生只要知道是

人才，定會委以重任。畢業於名古屋 (帝國 )
大學物理 (科 )的荒勝文策，1926年成為本校

第一位 (物 )理學教授，師承物理大師波爾，

學成回台的荒勝博士，在隨後的六年 (第六

年，大島先生已去世)，不受干擾的進行一系

列世界級的撞擊原子核實驗(與英國劍橋大學

卡文迪西實驗室，結果一致)包括重水的製備

與加速器的完成。由於核分裂 (實驗 )，當時

連日本 (內地 )都未成功，荒勝教授受命返回

名古屋 (大學 )，成為日本海軍原子彈 (核彈 )
計畫主持人。荒勝的副手太田賴常助教授(後
為教授)  則一直在本校(農林專門部)與台大執

教，直到戰後返日為止，太田教授在日後也

成為核子物理大師，已是後話。

這項儲備博士級人才 (計畫 )，還包括工

藤佑舜與田中長三郎，可惜天不假年，專精

植物學的工藤博士在 (台北帝國 )大學開設初

期，即染病過世。所幸工藤教授的副手山本

由松助教授 (後為教授 )與森邦彥接續其志，

行遍台灣高山溪谷，其成果發表於 ( 新 )台
灣植物總名錄 (正宗嚴敬1 9 3 6年，1 9 5 4年再

版 )。山本赴英深造，1934年取得東京(帝國)
大學博士，而森邦彥助教授，從本校畢業後

(1928年高農 )就擔任山本由松教授的副手，

於本校 ( 農林專門部 ) 與台大執教。這項傳

奇，在1 9 4 7年山本由松教授等赴紅頭嶼 (蘭
嶼)採集珍奇標本，山本本人也染病過世，劃

上休止符。如今在台北 (南海路 )植物園有山

本先生的紀念亭，這源自於當年山本先生與

其同事作業的蔭棚。

由於當時 (1927年 )本校老師，大多來自

北海道 (帝國 )大學，大島先生深知平衡學校

老師來源的重要，而大島先生另一位副手，

也是本校老師 (中研 )林業部長金平亮三，正

是出身東京 (帝國 )大學。金平博士是台灣樹

木誌的原作者，正準備赴九州 (帝國 )大學執

教，按說由工藤教授接替即可，而前述 (前
學校長 )阿部文夫教授，也因代表日本政府

在 (瑞士 )國際聯盟的運作，無法兼顧本校事

務。由於阿部教授來本校之前是 (東京附近 )
千葉園藝專門學校教授，又是日本育種學會

創始人之一。出身東京(帝大)農科大學(1910
年)園藝專長，田中教授成了 佳的接替。田

中長三郎於1927年接任本校 (台北高農 )農學

教授之後赴美深造，台大 (台北帝國大學 )開
設後，田中教授先後接任本校 (農林專門部 )
與理農學部 (熱帶 )農學第二講座 (由於日制，

農業經濟排在第一講座)。田中教授一生，謙

仲為懷，更是獲獎無數 (包括日本農學會年

度獎 )，戰後田中教授自台大退休返日，兼

任的正是千葉農業專門學校教授。1960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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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授 ( 7 5歲 )獲頒，日本育種學會年度名譽

會員，1976年以91歲高齡逝於 (大阪附近 )神
戶。  

深黯西方學術思想的大島先生，認知哲

學為科學論理之首。在台大開設前後，分別

透過本校 (農林專門部 )與台大講座引進近藤

壽治老師(哲學講座)，行元自忍老師(思想史)
與增田福太郎老師 (民族學 )等。1929年東京

(帝國 )大學畢業，專長是法理學，受聘 (總督

府)來本校執教的增田福太郎教授，之後六年

對 (台灣 )宗教進行訪查，對於 (台灣 )原住民

習俗訪查，更是長達八年。平心而論，將習

俗、甚至是宗教視為是民族學的貢獻，確有

相當的殖民主義成份在內，但是在視拓殖、

南進為當然的 (帝國 )日本時代，增田教授能

用法學觀點，進行理性 (台灣 )宗教研究，也

是第一人。所著(1935年)臺灣之宗教，(1942
年)高砂族原始刑法之研究，在在成為早期台

灣宗教民俗的關鍵史料。

理農合一的信念絕不僅止於，全面的

引進各專業人才。在戰前成立的 (帝國 )大學

中，台大 ( 台北帝國大學 ) 是 後成立的一

所，但是台大設理農 (合一的 )學制，確是獨

一的創舉。這是一項總督府、文部省都不

能作成的單獨決定，直到 (日本 )內閣會議才

形成的共識。從 (帝國 )國策的層面來看，可

說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與「拓殖、南

進」兩大目標的綜合體，翻成現今的話就

是，工業化的日本需要南進，南進的過程要

拓殖資源，進行拓殖需要在台灣，培養理農

兼備的人才與設施經驗。

為使理農合一的信念，能夠貫徹執行，

儘管參與台大開設，大島先生並未選擇高

昇，反而是接任理農學部長直到他六年後逝

於任內。形式上，大島之後的理農學部長，

還是後繼有人，但是再也無人能以學識、聲

望整合理農兩學科的人才。理農學部在實質

上，變成理農輪治，甚至理農分治。大島先

生當年直理的 (中研 )農業部，在1939年中研

撤廢後，回制 (總督府 )農業試驗所。分治甚

至理農分制的呼聲，再次透過 (總督府 )內閣

會議成案，本校也在這段 (戰爭 )期間，不再

附設(台大)而回制(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移

往台中頂橋子 (國光路、南門路 )，於1943年
完成遷移。

以現在的觀點，理農合一的信念，似乎

早被輔系或是第二專長等等，新的學制所取

代。農業研究也有了生物科技與基因工程，

這一系列不斷更新的名稱。細心的回想，大

島先生所揭諸的，應該不僅止於理農兩專業

應如何整合，而是 (大學 )通識教育，但是其

中的知識與研究，還是有絕對的深度。

後記

如果以六十四歲一生的年日來記，將大

島金太郎博士在中興大學的十三年，視為大

島博士一生的所有職志，確是有些偏頗。從

札幌農學校(入學)演變到北海道(帝國)大學，

這當中有卅多年，才是大島博士年日的所

在。除了前述，長達九年的北大圖書館長。

從1907年，北大開設農藝化學科起，大島博

士是第二講座的首任教授，推動食品營養化

學、家畜飼料化學的分析與研究。這(食品營

養 )講座在百年後的今天還存在，只是經過

一、二次世界大戰，原(帝國)大學都已改(新)
制，而講座一詞也改用西方習稱的實驗室，

列屬應用生命科學部，還分出諸如水產專門

等新領域。

正因為專精於食品科學，在產業方面，

1921年大島博士接任 (中研 )農業部，而中研

又併 (平鎮 )茶業試驗所，1924年起接任該所

的所長，進行茶業的後續加工改良。後續的

有1943年，也是本校 (台中農專 )的大野成雄

老師，接任茶試所所長，直到戰後國民政府

接收。當時視為第一產業的製糖，大島博士

也是戮力甚深，以其多年在北大執教，門生

眾多的基礎。適逢甘蔗品質危機，透過 (總
督府 )殖產局與 (中研 )糖業部，引進足立仁等

技師，而足立老師，分別在本校 (農林專門

部 )與台大執教微生物學 (菌學 )，一直到戰後

返北大為止。說到大島博士與台中的淵源，

1925年為改善甘蔗品質，鼓勵蔗農提高生產

量，台灣新聞社發起全島甘蔗品評會，當時

的糖業演講大會是在台中公會堂舉行，由大

島博士發表總結演說。如今這公會堂原址，

經過兩次的改建與道路變更，變成一座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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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停車場，不能不感慨滄海桑田，世事之變

化。

時年六十二歲的大島博士接任日本農藝化

學會會長，這是大島博士生前 後一項榮譽職

務。事實上（1 9 3 4年1月）大島博士病逝台北

時，並未做滿（第十任）的任期，該會為紀念

大島博士，直到該任會長到期，才進行改選。

身後大島博士，歸葬於東京（都立）多磨靈

（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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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北大 )  北海道 (帝國 )大學一直沿用此簡稱，而

其它大學，像是 (國立 )北京大學、國立台北大

學也沿用此簡稱，由於本篇全文未提，應無混

淆。

(多磨靈園) 位於東京(都)府中市，東京(都內)另
有多摩市(原為東京府多摩町，西北角為秩父多

摩國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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