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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與日本的香蕉貿易網絡 (民 國34年至 62年 )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劉 淑 靚

摘 要

香蕉在日治時代便為台灣的主要輸出品之一 ,其輸出量在一九三○年代常

僅次於米 、糖 ,並號稱當時在經濟上佔有最高地位的水果 ,其中九成以上銷往

日本市場 。戰後 ,從民國四十二至六十年 ,香蕉仍一直保持為台灣十大輸出

品 ,為台灣賺取外匯之重要憑藉 ,其市場除光復初期以大陸為主外 ,從民國〺

九年起 ,便以日本市場為主 ,對 日倚賴極深 。

本文便是以時間為軸 ,以戰後台蕉兩大輸出組織一蕉商組成的台灣區青果

輸出業同業公會與蕉農組成的台中 、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與聯合社之競爭為中

心 ,對自戰後至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實行香蕉產銷一元化為止的台 ‵日蕉貿

網絡做一探討 ,兼論及兩者在日拓展貿易網絡的方式與其努力 ,及 日商與華

商 、日商之間的競爭關係 。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戰後至民國五十一年

的台日蕉貿 ,二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日本實施蕉貿自由化的前夕所引發的各種

紛爭 ;三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一日日本實施蕉貿自由化與台灣隨之實施五五制

後所造成的影響 。

關鍵字 :青果公會 ‵青果運銷合作社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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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香蕉在日治時期便為台灣的主要輸出品之一 ,其輸出量在一九三○年代常

僅次於米 、糖 ,並號稱是當時在經濟上佔有最高地位的水果 ,其中九成以上銷

往日本市場 。當時香蕉的輸出顯示了身為殖民地的台灣所扮演的為母國一日本

提供農產品的任務 ,蕉業的發展也與母國的政策息息相關 。

台灣光復後 ,香蕉仍為車要輸出品 ,從民國四十二年至六十年 ,一直為台

灣前十大主要輸出品 ,｜尤其民國四十七年後 ,台灣的傳統輸出 (農產品及農產

加工品 )急遽下降 ,香蕉在出口總值中的地位卻仍呈上升之勢 ,於民國五十

四 、五十五 、五十六年的輸出額更達台灣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十點八四 、九點○

四 、八點一一 ,2為台灣賺取外匯之一菫要憑藉 。至於輸出市場 ,除光復初期以

大陸為主外 (參考表 2-l),民國〺九年起 ,便改以日本市場為主 ,民國四十

年起 ;除四十八年外 ,輸日香蕉皆佔香蕉總輸出的九成以上 ,民國五十三與五

十四年 ,更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3可見台蕉對日本市場倚賴之深 。

日治時期的台蕉輸出 ,自 西元一九二六年起 ,實施產銷一元化 ,由蕉農所

組成的各州青果同業組合 (本為農 、商並存的組織 ,一九二六年後商人退出 ,

改為農民團體 )委託台灣青果株式會社統

一

輸出 ,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政策是

「不經青果會社 ,不能從事販賣或運輸」。
.光

復後 ,日 本政府對台蕉輸出的統

制瓦解 ,蕉商又紛紛投入外銷市場 ,並組成臺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與由各

州青果同業組合延綴而來 ,由蕉農組成的各地青果運銷合作社及聯合社展開激

烈競爭 。因各地方青果運銷合作社中只有台中 、高雄二社以香蕉為主要業務 ,

故本文只論及此二社 。青果運銷合作社在香蕉運銷中所執行的任務為在各地設

I周
大中 ,〈 台瀚地區對外貿易產品結構之演愛 〉 ,《 台灣銀行季刊》 ,”名 ,民國 ∞ 年 12

月 ,頁 61巧8。

2周
大中 ,〈 台灣地區對外貿易產品結構之演愛〉 ,頁 71。

〕
吳恪元 ,〈 中南美蕉與台蕉在日本市場消長的研究〉 :<合作界》 ,S.2,民 國 59年 6月 3U

日 ,頁 Z。
4矢

內原忠雄 ,《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台北縣 :帕米爾書店 ,民國 π 年 7月 ,第一

版 ),頁 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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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集貨場或包裝場 ,辦理集貨 、選別 、分級 、報驗 、包裝 、運輸 ,並在當地為

社員出售內銷部分的香蕉 ,及指導生產 、防治病蟲害等工作 。青果運銷合作社

聯合社則設於台北 ,負責辦理外銷青果 (以香蕉為主 )之議價 ,調節各社供應

外銷青果之數量 ,以及關於外銷青果之配運 、裝船與各項聯繫工作 ,並代表各

地方社與有關水果生產和外銷的各機構聯絡洽商 ,此外亦自營青果輸出國外銷

售 。臺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則為蕉商團體 ,其職能為配合各會員間輸出

量 ;以求香蕉出口行商間之業務協調 ,並協辦外銷上各種事務或手續 ,及爭取

行商間的共同利益 。
5

關於戰後臺灣香蕉的研究很多 ,例如羅次卿的 《臺灣香蕉生產與運銷》 ,

書中詳細介紹 日治時期至民國四十一年台蕉的生產 、檢驗與運銷 。
6陳

鳳慶的

〈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研究 〉則對戰前 、戰後臺灣各地的

青果運銷合作組織之本質及發展演變皆有清楚論述 。
了
另外 ,引發本文較多思考

的則是陳慈玉的 〈臺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九七二 )〉 ,文中以香

蕉出口制度的轉變為主要脈絡 ,對台蕉產銷結構的演變做一探討 。並指出無論

是戰前 ‵戰後 ,政府的政策皆主導了台蕉的發展方向 ,其在出口制度上的改變

亦皆是先自由放任而偏勞出口商之組織 ,再改為重視生產者團體 :而光復後

「臺灣青果合作社」的模式 ,乃是承襲日據時期而來 ,並加以擴充和發揮 ,顯

示歷史的延綾性並不因政權之轉移而變更 。
8

本文共分五章 ,以時間為軸 ,以蓳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文中簡稱青

果公會 )與青果運銷合作社 (文中簡稱合作社 ,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

則簡稱聯合社 )的競爭為中心 ,對自戰後至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實行香蕉產

銷一元化為止的台日蕉貿網絡做一探討 。第一章為 「前言」 ,第二章為 「戰後

s張
德粹 ,《臺灣香蕉生產與運銷之經濟分析》 (台北市 :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 ,民國

田 年 4月 ,初版 ),頁 鉼一竻 。
°
羅次卿 ,《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 ,台北 :台灣啟明書局 ,民國φ年 11月 ,初版 。

?陳
鳳慶 ,<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

文 ,民國π年 6月 。
8陳

慈玉 ,<台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九七二)>,《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

集》 (台北 :近代中國 ,19兜 年 ,初版),第四冊 ,頁 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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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台日蕉貿」 ,主要敘述蕉農團體一各地青果運銷合作社及聯合社與蕉商

團體一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的成立 ,與其拓展台日蕉貿的方法及努力 ,

並論及其競爭與合作的關係 ;第三章為 「日本蕉貿自由化的前夕」 ,主要敘述

因應日本蕉貿制度即將改變 ,台灣的出口商與合作社為穩固與拓展各自的勢力

而與日方尋求的連結 .與所造成的日本各團體的紛爭 ,並論及青果公會與合作

社的輸出權之爭 ;第四章為 「日本蕉貿自由化與台灣的五五制」 ,主要敘述民

國五十二年四月日本實施蕉貿自由化與臺灣實行 「五五制」後所造成的影響 、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持續的輸出權之爭 ,與其各自拓展銷售網絡的努力 ;第五章

為結論 。

本文所使用得資料 ,除各期刊論文外 ,主要為各報紙資料 ,如 《聯合

報》 、《中央日報》 、《徵信新聞》 、《台灣新聞報》等 、青果合作社方面的

紀念刊物與出版品 ,如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台灣省青果運

銷合作社成立十五週年誌》 、《果農合作》 、《青果通訊》等 、青果公會的紀

念刊物 《台灣香蕉貿易》 ,與 《立法院公報》 、《省議會大會專輯》 ,以及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 《李國鼎檔案》 。

貳 、戰後初期的台日蕉貿

自民國〺四年台灣光復 ,與大陸恢復交通後 ,至民國〺八年國府遷台為

止 ,台灣的香蕉輸出是以大陸為主體 ,運銷地為天津 、上海 、青島 、浙江 、福

建 、廣東等地 。原日治時期臺灣青果株式會社所擁有的龐大資產及於東京 、釜

山 、大連 、奉天 、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廣東 、海口 、香港等地之辦事

處 、資金 、設備器具等 ,都於日本投降時化為烏有 ,° 日本對台灣香蕉的統制貿

易瓦解 。此時的輸出多由青果運銷合作社或貿易商直接運銷 ,政府採自由貿易

的方式 ,未加任何限制 。
m此

時台灣香蕉的外銷市場 ,以大陸為主 ,其中尤其以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台北 :台費省青果運銷合作

社 ,民國 π 年 7月 1日 ,初版 ),頁 18。

m羅
次卿 ,《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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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往上海的數量最多 。當時台 、日間的香蕉貿易 ,是由盟軍直接採購 ,數量極

為有限 ,但隨著大陸的政情不穩 ,對 日本的輸出也逐漸增加 。除浙江 、福建仍

有少量輸出外 ,大陸市場自民國〺九年起均陷於停頓 ,青果運銷合作社 、青果

出口商與政府乃積極拓展對日輸出 。民國〺八年五月 ,政府電駐日代表洽詢日

方意見 ,獲 日本通產省同意台蕉輸日 ,惟限於易貨方式 。同月 ,首批台蕉輸

日 ,極為成功 。首批香蕉運銷日本成功後 ,駐日代表團將日方有關香蕉進口易

貨之意見轉達台灣省政府 ,經貿易主管機關一一物資調節委員會認定香蕉輸日

確有需要 ,乃於同年十一月邀集財政廳 、農林廳 、建設廳 、生產事業管理委員

會 、臺灣銀行 、青果運銷合作社等有關機關團體舉行青果小組會議 ,討論香蕉

輸白易貨辦法 ,經台灣省政府核准於十二月起辦理香蕉輸日易貨 ,奠定戰後民

營物資對日易貨的基礎 ,香蕉在日的銷路也因此開拓 。經濟部鑒於香蕉外銷前

途頗佳 ,亦指定香蕉為重要輸出物資 。民國〺九年九月六日 ,中 日貿易協定簽

訂 ,香蕉正式列為輸日貨品 ,香蕉輸日自此開始快速增加 。凡日方向台灣採購

香蕉 ,均須先開信用狀來台 ,臺灣銀行便憑此信用狀辦理結匯證輸出 。

表 H:民 國〺五至四十一年台灣香蕉外銷及數量比較表

運銷地
各 年 外 銷 香 蕉 數 量 (多 ) 合 計

36 37 39 們 41

天 津 1.713 18,巧 1 29,9●U 884 5U,788

青 島 469 7U2

上 海 36,37J 154,373 43Up‘4 78,574 ●99,586

南 京
眭紨

絁紨

浙 江 l0。 2,5UU 3,17U 4,765 2,874
；
�笱 14,152

福 建
′
Ｉ 29,639 78,399 121,573 219 339 2:〕∥日｜,lB9

廣 東 3U9 嫋 15,五nl 26,U64 42,U38

香 港 們 8 5U 28,15U 46,3∫ 3 3U,879 la氕688

菲律賓 5U
絁�笱

留 897

琉 球 2U 2,153

日 本
9UU

(2.∞%)
l,778

(U.86%)

4,9Ul

(U.87%)

27,786

(9U1%)
226,U88

(87.86%)

553,993

(呢.U9%)

915,831

(96.38%)
l,731,279

合 計 43,586 2U7,669 562,UU8 28U,481 257,331 (6∥〔)l,5t● :;Γ 95U,151 2,9U2,773

資料來源 :台灣省檢驗統計要覽 ,第一輯 ,轉引自羅次卿 ,

北 :台灣啟明書局 ,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 ,初版 )

《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 (台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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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日本對於香蕉的進口採取限額外匯實績分配的方式 ,按期訂定與發

表外匯金額 ,分配給有實績的進口業者 ,嚴格管制香蕉進口 。
∥
在此環境下 ,我

方的出口業者 ,包括合作社與青果公會 ,無不以各種方法 ,與 日方業者建立自

己的銷售網絡 ,因此其角力的戰場不只在台灣 ,也延伸至日本 。本章第一節敘

述青果運銷合作社的成立 ,第二節敘述青果公會的成立 ,第三節則敘述兩者的

競爭與合作關係 。

甲 、蕉農團體一各地青果運銷合作社與聯合社的成立

民國〺五年六月十五日 ,原 日治時期青果組合的人士為圖復興青果產業 ,

在台中舉行 「香蕉事業復興對策會議」 ,呼籲全省生產者響應將原青果組合改

組為合作社組織 。同年九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舉行 「全省青果生產

者復興青果產業大會」 ,指導進行並飭各有關農會協助重組青果合作社 。
η
各地

青果合作社因而紛紛成立 。同年十二月〺一日 ,台中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 ,首

任理事主席為林垂拱 ;民國〺六年四月廿一日,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 ,首

任理事主席為林綿順 :同年六月十四日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球立 ;

首任理事主席為殷占魁 ,林垂拱為理事兼總經理 ;六月十七日 ,並接管日治時

期的臺灣青果株式會社 。此時的青果合作社 ,是於政府為急速辦理外銷 ,爭取

外匯的目的下扶持成立的產物 ,｜嘔 其能順利改組成立 ,原 日治時期青果業的領

導菁英扮演極重要之角色 (參考表 2-2)。 陳慈玉的研究指出戰後台灣青果運

銷合作社的模式 ,乃是承襲日據時期而來 ,並加以擴充發揮 I顯示了歷史的延

續性並不因政權之轉移而變更 ,即社會組織的強韌性在某種程度上超越國家 。
竹

表 2挖 更清楚的指出 ,除組織模式外 ,光復前後的蕉界在人脈上也有一定的延

續性 ,即政權的轉移並未影響蕉界菁英份子在產業中的領導地位 。

Il農
復會企到處 ,〈 香蕉輸日問題的新展望 (二 )〉 ,<果農合作》 ,γ ,民國 56年 6月 8

日 ,頁 2。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13。

B陳
鳳慶 ,<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頁 58。

Ⅱ
陳慈玉 ,<台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九七二)>,頁 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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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光復前後蕉界菁英

姓 名 於各合作社中的職務 日治時期曾任青果業的職務

林 垂 拱 聯合社理事 ;台中社理事主席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副組長 :台灣青果

同業組合聯合會評議員

邱 伯 璘 聯合社理事 ;台中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林 綿 順 聯合社理事 ;高雄社理事主席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 、評議

員 ;高雄青某株式會社董事

鍾 幹 郎 聯合社監事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副組長 ;台灣青果

同業組合聯合會評議員

蕭 恩 鄉 聯合社理事 、主席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

陳  反 聯合社理事主席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

魏 錫 清 聯合社理事 ;台中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員林芭蕉

理事

李  火 聯合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蕭 敦 仁 台中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副組長 ;台灣青果

同業組合聯合會評議員 ;台灣青果株式

會社童事 ;有限責任北斗芭蕉生產販寶

組合長 ﹉

林 益 興 台中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台灣青果

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

賴 平 進 台中社理事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諓員

吳 周 籍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林 德 玉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代表員

李 才 祉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林 富 崙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林  丁 高雄社監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吳 見 草 高雄社理事 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 、代議員 ;

高雄青果株式會社童事

資料來源 :山口利男 ,《昭和四年版台灣芭蕉年鑑》 (台中市 :台灣青果研究會 ,昭和

四年五月九日 ,初版 ),頁 48-∞ 、61-ω ‵“-θ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

會 ,《 創立十年史》 (台中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 ,昭和 12年 ,初

版 ),頁 σ-8!;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

誌》 ,頁 lBS、 193、 195-196、 趙祐志 ,《 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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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37)》 (台 北縣 :稻鄉出版社 ,民 國 S9年 6月 ,初版 ),頁

432、 44U、 441 。

說明 l:高雄青果株式會社為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的外銷機構 。

說明 2:「蕭恩鄉」之名出於 《昭和四年版台灣芭蕉年鑑》 ,但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

社十週年誌》載為 「蕭恩卿」 ,無法判別何者為誤 。

說明 3:吳周騫之子吳振瑞後歷任高雄社監事 、理事 、理事主席 、聯合社總經理 、代

理事主席 ,是民國五○年代臺滿蕉界的重要領導人物 。

聯合社成立後 ,除致力於增產外 ,即刻拓展大陸市場 ,但因常遇天災及交

通梗塞 ,使青果消費的通路不暢 ,虧損甚鉅 。民國〺七年九月 ,為建立市場銷

售網 ,更派專人駐在天津及上海兩地 ,與當地青果商埠接洽銷售業務 。但因戰

局之故 ,於同年年底先後結束天津與上海的業務 。民國〺八年 ,國府播遷來

台 ,聯合社與內陸的蕉貿遂告中斷 。
巧

民國〺八年失去與大陸市場的聯繫後 ;聯合社積極開拓 日本市場 。四月 ,

第二屆理事主席陳反親赴 日本 ,與日本專營香蕉之商社商討市場潛力與貿易方

式 ,共謀恢復臺 日蕉貿的舊觀 ,並聯合向駐 日盟軍總部 、日本通產省 、大藏省

交涉 ,謀求開放民間貿易 。但陳反因個人在 日本經營惠利行 ,並代辦聯合社在

東京的業務 ,引起非議 ,於民國四十年三月辭職 。第三屆理事主席蕭恩鄉進

一
步於東京建立聯合社正式的據點一 「東京辦事處 」 ,倚以便於聯合社與 日商的交

涉 。但此辦事處既無資金 ,又非正式經營業務之組織 ,未依 日本法律取得法人

資格 ,故無法爭取信用狀 。民國四十七年三月 ,台中社理事主席兼聯合社總經

理張木榮 、高雄社理事主席張明色赴 日 ,由聯合社出資百分之六十 ;與華僑黃

文漢 、林再旺 、賴文彬合作 ,成立光南物產株式會社 ,代行聯合社的在 日業

務 ,社長為黃文漢 。
仔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 ,華僑股權退出 ,變更為 「株式會社台

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 」 ,不久改名為 「台灣青果株式會社 」 。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K台
瀚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η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腮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頁 19-∞ 。

,頁 ∞挖l。

,頁 竻 。

,頁 %。



戰後台灣與日本的香蕉貿易網絡(民國鉎-C2年

一

以青果公會與音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Sg

乙 、蕉商團體一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成立

臺灣光復後 ,日 本政府的香蕉產銷一元化及統制政策瓦解 ,青果商紛紛投

入蕉貿 。民國〺七年起 ,台灣的青果業者鑒於中國東北及華北的市場漸漸淪

陷 ,為開拓市場 ,便曾多次參加赴日貿易代表團 ,運用國民外交的力量 ,前往

日本接洽香蕉業務 ,姆並促請中國駐日代表團與盟軍總部及日本當局交涉香蕉輸

日 ,以交換日本出產之機械 、纖維製品 、海產等物資進口 。此舉因與日本工商

界利益一致 ,獲得盟軍總部的許可 ,民國〺八年五月 ,恢復戰後首批香蕉試銷

日本 。當時日本政府曾指定專營機構辦理香蕉進口 ,加工後除供應盟軍食用

外 ,其餘由受託進口機構以競賣方式在東京
一
大阪 、神戶等地向民間拋售 ,售

價高昂 。
m中

日貿易協定簽訂後 ,台蕉在日市場逐漸開拓 ,蕉商為加強團結 、免

於競銷 ,由陳查某 、汪水木 、陳阿火 、謝文程 、郭雨新等人發起 ,於民國四十

年一月十五日組成臺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首任理事長為郭雨新 。民國四

十一年一月 ,台灣省政府更規定 ,經營菁果輸出之貿易商 ,須憑進出口商登記

資格證件向主管貿易機關領取經營青果輸出證明書 ,並加入臺灣區青果輸出業

同業公會為會員者 ,方得經營香蕉貿易 。

此時許多出口商採取在日本設立聯號 ,使自己身兼台灣出口商與日方進口

商的方式 ,建立穩固的進出口體系 ,謀取更大的利潤 。因此 ,在日經營台蕉進

口的 「華商」在日本的香蕉進口業者中 ,也迅速集結成一大勢力 。日本每年分

配的進口實績 ,華商皆佔百分之十七 ,刉足見其勢力不小 。其中的四十多家 ,並

合組 「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 ,η以團結力量 。礙於資料有限 ,筆者無法確切而

坅
陳杏村 ,<臺海香蕉外銷十年紀述>,垂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編印 ,《 垂灣香蕉貿易》

(台北市 :畫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民國 m年 3月 9日 ,初版 ),頁 3;陳查某 ,<青

果公會成立十週年感言>,同收錄於前書 ,頁 ll。

m陳
杏村 ,<臺灣香蕉外銷十年紀述>,頁 3。

加 〈「商人利益」 「蕉展利益」興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 ,《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2月 ll

日 ,版 5。 其餘百分之六十分配給日本進口商 ,百分之廿三分配給日本加工業者 .

η
參考 <日 華青果物貿易協會會員錄 >,藎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編印 , 《上海香蕉貿

易》 ,頁 S9-98,民 國五十年時的會長為黃木邑 。此協會至民國五十八年仍有〺六家華商參

加 ,當時的會長為在日的僑領周崇奇 ,《 中央日報》 ,民國 58年 1U月 lU日 ,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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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勾勒出台灣方面的出口商在日設立聯號的狀況 ,只能以少數資料製成表

23,其中的陳查某 、陳香村 、王諸回三人曾先後擔任青果公會的理事長 。

資料來源 :由 「民國四十一年各社團暨貿易商輸日香蕉統計表」
∞
、《台灣香蕉貿易》

中陳杏村 、王諸回 、陳查某 、陳建忠 、林錫池 、何榮庭 、李塗 、蔡枝元之

履歷與 〈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會員錄〉、省議員黃占岸列舉的名單整理而

成 ↗

”
羅次卿 ,《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 ,頁 139-14U。

留
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 〉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61年 1月 ,頁 ω-9U。

表 Z3:民國四十一年各社團輸出與在日聯號情形 :

貿 易 商 負 責 人 輸 出 數 量 (單 位 :簍
) 排 名 在 日 聯 號 負 責 人

信義公司 王諸回 S9,l“ (9.6%) l

信 義 貿 易株
式會社

李麒麟

新興貿易公司 曾少基 85,U37 (9.496) 2
新 興 貿 易株
式會社

韓尚勇

建隆貿易行 陳查某 ●9,9U2(7.7%) 4
建 隆貿 易株
式會社

陳建忠

合作社聯合社 69,463 (7.669啗 ) 5

台灣信成行 陳清城 巧,U21(5.1%) 7
信 成 貿 易株
式會社

黃萬益

大一行 陳杏村 3U,259 (3.349咯 )
福 光 貿 易 株

式會社
謝哲義

萬光行 廖榮生 26,Ul9(2.S9%)
眭眹 萬 光 產 業 株

式會社
沈水木

裕豐行 李 塗 16,846 (1.8696) 14
裕 豐 貿 易株
式會社

張瑞祥

義裕行 謝成源 16.576(1.S3%)
硌眹 義裕 貿 易株

式會社
謝成業

大洋行 蔡枝哲 11,5“ (1.η%) 16
大洋 貿 易株
式會社

蔡枝元

永豐行 何榮庭 lU,796(1.19%) 17
永豊 物 產 株
式會社

何榮庭

百興行 黃木邑 8,814(U.”%) 24
百興 貿 易株
式會社

黃木邑

國 際 貿 易股 份
有限公司

林錫池 2,764 (U.396) 36
國際 通 產株
式會社

林錫連



戰後台灣與 日本的香蕉貿易網絡(民國田.φ 年

一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gl

由上表可知 ,在台日蕉貿中 ,台灣的出口商透過 「台商在台輸出一華商在

白進口」的連結 ,確實形成一股堅強的勢力 。少數商人透過此種個人方式所得

的成績 ,甚至較集全省青果合作社聯合而成的聯合社更佳 。

其中 ,陳查某為青果公會的創始人之一 ,他在日治時代便已往返於台灣與

中國大陸東北間從事香蕉貿易 。
乃
台灣光復後 ,他在台北開設建隆貿易行經營台

蕉輸日。他的長子陳建忠廿七歲 (約於民國四十一年 )便前往日本 ,笳擔任設於

日本神戶的聯號一建隆貿易株式會社的 「取締役」 (董事 ),′由他在日本爭取

香蕉配額 ,陳查某在台灣安排香蕉輸 日業務 ,成就了日後陳家的 「香蕉王

國」 ,也為陳查某搏得 「香蕉大王」 、「青果大王」的稱號 。
m陳

建忠日後並化

歸日本籍 ,改名穎川建忠 古2洏與建隆行陳查某一陳建忠父子關係類似 ,大一行

的陳杏村一謝哲義則為母子關係 。

丙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關係

一 、競 爭

民國〺九年中日貿易協定簽訂後 ,中 日蕉貿正式開展 ,合作社與青果公會

在輸出權利上的競爭也趨於白熱化 ,形成在內搶購 ,在外競爭的局面 。此時

期 ,出口商多聯合在產地壓低蕉價 ,並由其在日聯號以 「回扣金」向日商購得

信用狀 ,獲得更多實績的分配 ,悀將信用狀直接開給台灣本店 。這種穩固的進

出口體系 ,使出口商掌握平均九成以上的出口香蕉 (參考表 2名 )。 相對的 ,

合作社雖一再努力推展外銷業務 ,但因缺乏在日的銷售網絡 ,始終無法成功 ,

也使蕉農的生計受到影響 。於是 ,合作社指責出口商與在日華商聯合剝削蕉農

笳

羽

m

”

3U

羅立德 ,〈 由小販到鉅商青果大王陳查某的替鬥史〉 ,(生活新生報》 ,民國 外 年 8月 3

日 ,片反3。

(聯合報》 ,民國 跖年 lU月 舛 日 ,版 14.

《徵信新聞》 ,民國 姆 年 11月 16日 ,版 9。

<中國時報》 ,民國 跖年 12月 ” 日 ,版 17。

《聯合報》 ,民國 跖年 12月 18日 ,版 16。

《台瀚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16日 ,版 5、 〈「商人利益」 「蕉農利益」與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 ,《聯合報》 ,民國 犯年 2月 11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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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並以蕉農的權益做為訴求 ,展開要求香蕉外銷 「產銷一元化」的運動 。

「產銷一元化」的訴求獲得了部分關心農民權益的官員 、民意代表與輿論

的支持 ,但這種支持並非全面的 。省議員郭雨新在省議會第一屆臨時大會中便

指責 「所謂青果糾紛 ,完全植因於青果合作社企圖壟斷獨占所造成 ,而政府所

定政策 ,未能針對現實 ,部分人士偏單聽單方面私見 ,予以左袒 ,亦為加重糾

紛之一因」 、「青果合作社妄倡產銷一元化論調 ,乃係因襲日人據台時吮吸省

人膏血之故智 ,⋯ ⋯此種暴政寧堪重演」 、「本省農產品如米 、茶 、甘藷、花

生等均可自由運銷 ,何以青果獨須採取統制式之一元化運銷」 ,卸並質疑聯合社

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的合法性 。
鈕
他在第二屆臨時大會第五次會議的總質詢中 ,則

懷疑合作社將應歸還蕉農的利潤中飽 、合作社所稱因受颱風及象鼻蟲害影響而

供應不足 ,是 「真的不能供應 ,或是控制出口 ?」 ,指責合作社 「常託欠蕉

款 ,致蕉農不願意供應合作社香蕉」 ,並認為聯合社 「在內製造糾紛 ,在外勾

結外人打擊僑商」。他強調 ,生產者 (合作社 )應專事生產 ,爭取外匯及信用

狀的工作則應交給輸出團體 (青果公會 ),兩者應分工合作 。
∞

民國四十五年 (西元一九五六年 )夏天 ,出口商為維護既得利益 ,發生拒

裝經政府檢驗合格之外銷蕉的事件 ,”使合作社與青果公會的競爭更烈 。聯合社

領導各地方社不斷指責出口商不顧國家及生產者利益 ,並要求外貿會參考農復

班
郭雨新編箏 ,《議壇二十年)(郭雨新 ,民國 兒 年 忠月 ,初版 );頁 m6郭雨新為青果公會

第一任理事主席 ,此般發言 ,應與其背景有關 。
飽

郭雨新編簽 ,《議埴二十年》 ,頁 65。 郭雨新在此次質詢中 ,認為當時的省主席吳國楨 「對

合作社太側重了 ,一切都予以方便」 ,並詢問為何合作社可於日本東京設立辦事處 ,農會則

不可 (農會是可經營台蕉輸出的第三個單位 ,與合作社同為生產者團體 ,雙方亦有競爭 ,唯

其輸出比例並不高 )。 吳國楨則表示聯合社設立東京辦事處時 ,他並不知情 ,後經社會處查

明知道時 ,亦認為不妥 ,現正向中央請示 ,但未獲明確指示 。由郭雨新的言論看來 ,在合作

社與農會二生產者代表單位中 ,他較偏向農會 。但良會與合作社的兢爭不在本文的討論之

歹t。

”
郭雨新編寨 ,《議壇二十年》 ,頁 lη一138。 郭雨新並指出當時的日本華僑分為二#,一為黃

豆科 ,一為青果幫 ,前者傾向共匪 ,後者傾向自由中國 ,若生產團體 (指合作社 )打婆僑

商 ,後果不堪設想 。
“

陳慈玉 ,<台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九七二 )>,頁 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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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gs

會等機關考察香蕉產銷的意見 ,重視蕉農及實施產銷一元化 。
∞
青果公會與合作

社經歷數月的脣槍舌劍 ,同年九月 ,外貿會頒布 「處理輸日香蕉臨時緊急措

施」 ,以規定青果公會與合作社之出口比例為百分之七十五與百分之廿再的方

式解決雙方的紛爭。

合作社雖得到政府以法令規定的方式給予百分之廿五輸出比例的保障 ,但

因東京辦事處既無資金 ,又非正式經營業務之組織 ,未依日本法律取得法人資

格 ,故無法爭取信用狀 。加上日商亦認為外貿會的辦法是臨時性的 :犯不著得

罪交易多年的台灣出口商 ,改開信用狀給聯合社 ,36因此聯合社的輸出比率雖已

大增 ,但仍無法獲得百分之廿五的信用狀 ,青果公會也以此為詞 ,指責聯合社

無能 。
釘
因此 ,此辦法試行至民國四十六年九月為止便不了了之 ,聯合社的輸出

量也因此驟減 (參考表 2名 )。 而聯合社雖於民國四十七年在日成立光南物產

株式會社 ,但此會社因承允供給營運資金的僑胞股東未能依約供應,且與聯合

社所訂的出口利益尚無法立刻供給 ,致資金短絀 ,故成績一直極不理想 。

表〦4 各單位外銷香蕉比例表

年   份 聯合社輸出比率% 青果公會輸出比率%
民國 的 年 4.92

民國 41 7:81 92.18

民國 親 」 6.48 93.28

民國 芻 」 4.77 93.41

民國 併 年 1.45
�紶
＿

�祪
�祪

絁眹

目已尼日4∫ ⊿巨 13.98 84.78

E邑 月日46」 日 12.6U 86.92

民國 η 」巨 3.67 96.Ul

民國 硱 」 4.97 91.61

民國 姆 年 6.Ul 91.48

民國 m年 4.67 92.75

民國 51 3.34 94.37

民國 兒 年 39.79 ∫6.23

資料來源 :根據吳恪元 ,《農產運銷學》 (台北 :台大農學院 ,民國 53年 6月 ,初

版),頁 391之數據計算而成 。

竻
台海箵青某運銷合作社 ,

γ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η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舛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2。

《台滿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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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出口成績一直未達理想 ,合作社並未放棄在內推展
「
產銷一元化 」運

動 ,在日建立銷售網絡的努力 。民國四十九年 ,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明色 、台中

社理事主席謝敏初 、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瑞赴 日為要求香蕉貿易自由化的運動

鋪路 ,並勘查 自由化後 ,如何開拓販賣路線 。張明色以事成之後全量報價給二

團體為條件 ,主張與 日本的 「全國芭蕉加工組合連合會 」 (簡稱全芭連 )及

「中央卸賣市場青果加工組合連合會 」 (簡稱市場業者 )連結 ,38因為此二團體

中 ,前者是全國各地進口香蕉加工業者的聯合組織 ,後者則有很大的市場 ●凡

是進口的香蕉 ,都要透過此二組織銷售 ,因此若與其合作 ,不但可掌握香蕉的

加工及銷售網 ,即使遭遇中南美蕉的競爭 ,也是很有利的 。
∞
但吳振瑞則認為過

去受 日本政府分配實績的團體不止十單位 ,全芭連及市場業者只排名第五 、六

位 ,甚至兩年前便被淘汰而未受分配 ,且其中佔總分配額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團

體為 「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 」 ,因此 ,暗中發動更廣泛的香蕉貿易自由化的運

動 。
4°

青果公會對合作社也一直未掉以輕心 ,青果公會的陳杏村便曾以 「台灣香

蕉產銷改進委員會」 (關於此組織的設立 ,將於以下述及 )主任委員的身分 ,

指出合作社因經營出口 ,無暇負起督導及增加生產之職責 ,引對社員所生產出口

之香蕉數量無法做適當的調節及完整的控制 ,而此種不顧消費者需求得失之交

易態度將無法長久維繫消費者之購買興趣 ,因此建議政府將合作社的高級幹部

改由政府派任 ,而不應由知識水準不齊的社員選舉 。
η
她也質疑 「以合作社法規

定免負一切稅捐之優惠條件 ,不但未見增加農民收益 ,且因該社十年來經營出

肥
林純美編著 ,《 香蕉王國興亡史噿 振瑞悲情二十年 》 (林豊喜 ,民國 78年 9月 ,初

版 ),頁 145。
” 〈「商人利益」 「蕉展利益」與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 ,《 聯合報》 ,民國 犯 年 2月 ll

日 ,｝反5。

m林
純美編著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1伯-147。 吳振瑞與張明色的意見

並不一致 ,吳並稱張與聯合社帶領的產銷一元化運動缺乏積極性 ,是一種姑息主義 。
如 <中南美洲香蕉考察團團員陳杏村考察報告>(民國 m年 9月 6日 ),《 李國鼎檔案》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田魄.31。

砲 <中南美洲香蕉考察團團員陳杏村考察報告>(民國 m年 12月 23日 ),《 李國鼎檔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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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

口不善 ,致負債累累」
偲,並指出輸出業者並非如合作社所言獲取暴利 ,而是處

於賠本的狀態 ,且出口業者尚需負擔稅金 、結匯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 。她亦指

責香蕉出口的各項成本中 ,中間費用過高 ,佔百分之廿四點九六 ,而合作社的

代辦費便佔了其中的百分之廿九點廿五 。
“

由此可看出 ,雖然政府為有時會接受合作社的要求而以法令保障處於弱勢

的合作社 ,但青果公會的領導者與政府間的溝通管道亦十分暢通 。不僅如此 ,

在 日的華商亦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 ,例如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廿一日 ,歸國訪

問的日本華商貿易公會會長周崇奇 、日本華僑總會副會長韓尚勇 、日華青果物

貿易協會會長責木邑等人 ,便曾訪晤行政院院長俞鴻鈞 ,並提出青果貿易建議

書一份 ,俞院長則隨即將該建議書轉飭外貿會研究 。
碼
況且 ,對 日蕉貿很多成分

是利用旅日華僑建立起的網絡 ,因此 ,政府對華商亦多有保障 ;例如民國五十

一年在輸日台蕉的比率分配上 ,便給華商百分之廿五的保障 ,碼對此 ,也引起日

商的不滿 ,而要求政府降低該比率 。
行

二 、合 作

合作社與青果公會雖大多處於針鋒相對的局面 ,但基於實際需要 ,亦有經

政府輔導或出於自發的合作組織或合作關係。

民國四十年 ,面對合作社與青果公會在內搶購 ,在外競爭的糾紛 ,台灣省

政府頒布 「台灣省青果聯合運銷辦法」 ;責由台灣省農會 :台灣青果運銷合作

社聯合社及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三團體合組 「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

會」合作出口 ,粥第一任主任委員為郭雨新。
們
合作方式為生產團體 (合作社、

的 <中南美洲香蕉考察團團員陳杏村考察報告>(民國 m年 9月 6日 ),《李國鼎檔案》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02-31。

“ <中南美洲香蕉考察團團員陳香村考察報告>(民國 m年 12月 23日 ),《 李國鼎檔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怩一笓 。
.s 

《徵信新聞 (地方版 )》 ,民國巧年 1U月 ” 日 ,版 9。

茹 (聯合報》 ;民國兒年 3月 12日 ,版 5。

η 《聯合報》 ”民國兒年 3月 lU日 ,版 5。

砪
聯營委員會的任務為 :一 、統發香蕉對外推銷責務及收支結算 :二 、建議產地香蕉價格及外

銷售價 ;三 、核定生產團體如農會與合作社每次集貨數量 ;四 、辦理車輛船位的接洽及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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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以香蕉產地價格做為投資 ,商人團體 (青果公會 )以運銷費用做為投

資 ,出口所得扣除雙方的投資後 ,盈餘按投資比率分攤 。
m但

因出口商群起反

對 ,拒絕遵行 ,政府也未規定罰責 ,故此團體雖名為 「聯營委員會」 ;其實僅

辦理有關海上裝運 、議價配船的共同業務及向青果公會與合作社提供一爭吵之

場所而已 ,各出口商 (包括合作社與農會 )的香蕉出口 ,仍是保持各自經營 ,

與聯營委員會無關 。
引
因此 ,聯營委員會成立未滿兩年 ,郭雨新便在省議會中指

出其 「未能達分工合作理想 ,⋯ .:.糾葛事件 ,屢見疊出 ,每次開會 ,意見不

一 ,爭端甚多 ,毫無成果」 ,要求政府廢止 「台灣省青果聯合運銷辦法」 ,同

時撤銷 「台灣省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
兒
青果公會也曾要求政府撤銷聯營委員

會 ,並要求外貿會准許青果商直接至產地採購香蕉外銷 。合作社則立刻指責青

果公會此舉是企圖挾大量資本 ,製造更嚴重的產銷糾紛 ;是為打擊合作社業務

的陰謀 ,過於自私圖利 ,並違反政府規定 ,將招致蕉農普遍的不滿 。
田

:台
灣省政府農林廳為增加生產 ,設有 「台灣省香蕉生產運銷改進輔導委員

會」 ,網羅各種農業技術專家 ,從事病蟲害防治 、栽培技術 、包裝改進等一切

工作 。此組織後改由業者自辦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初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

公會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包括高雄社 、台中社)、 台灣省農會在省農林

廳及有關單位的指導下成立 「台灣香蕉產銷改進委員會」 ,接辦前生產輔導改

進委員會的任務 ,主任委員為陳杏村 ,臼主要的工作仍為病蟲害防治研究與栽培

技術 、包裝運輸技術的試驗、研究與建議 。
茄

運 ;五 、辦理報關裝船卸載 ;六 、其他有關香蕉外銷事宜 。吳恪元 ,《農產運銷學》 (台北

市 :台大展學院 ,民國 “ 年 6月 ,初版 ),頁 銘U-381。

的 《台灣新聞報》 ,民國 58年 3月 4日 ,版 8。

∞
我德芳 ,<台灣香蕉外銷日本市場之研究>,頁 笓 。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23,《 聯合報》

j民
國 5U

9

53

年 5月 1日 ,版 5。

郭雨新編華 ,《議壇二十年》 ,頁姆-∞ 。

(徵信新聞 (地方版 )》 ,民國甾年 9月 15日 ,版 9。 青果商還一度計劃組織青果出口商的

聯營公司 ,但因互相利害關係之不同而無法實現 ,《 聯合報》 ,民國卵年5月 1日 ,版 5。

台泗香蕉產銷改進委員會編輯 ,《 台瀚香蕉產銷改進委員會工作報告》 (台北市 :台灣香蕉

產銷改進委員會 ,民國51年 12月 ,初版),第一輯 ,序言部分 。

關於病蟲害防治研究 ,參考台灣香蕉產銷改進委員會編輯 ,《 台灣香蕉產銷改進委員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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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音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g,

除此之外 ,有關香蕉輸出的產 、運 、銷各單位 ,亦合組 「海運改善小

組」 ,由陳查某擔任召集人 。
∞

除了團體間的合作組織外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遇有共同權益受損時 ,亦曾

合作爭取權益 。例如民國四十二年九月中旬 ,政府公佈初次實行的實績制度及

計算方式 ,其中將香蕉出口的實績暫不列計 。消息公佈 ,青果產銷聯營委員

會 、合作社 、青果公會 、農會立即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 ,由郭雨新率領 ,呼籲

政府對於香蕉出口實績予以承認 ,省政府研討後 ,有限制的准許香蕉出口列準

實績 。民國四十二年底 ,實績計算方式修訂後 ,香蕉出口實績只准照百分之五

十計算 ,上述四團體認為有欠公允 ,文聯名呈文省政府及省議會陳情 ,請省政

府重新考慮 ,准予變更與一般出口品實績以同等比例列計 ,但民國四十三年省

政府第二度修正實績計算標準時 ,仍是維持香蕉出口實績以百分之五十計算的

決定 。
’

另外 ,合作社人員與青果商亦有私底下的往來 。民國五十年底 ,當時擔任

青果公會理事長的陳查某與理事陳金象便曾以日幣四億元 (相當於新台幣四千

多萬元)託吳振瑞幫忙 「買青」。最後雖只買進新台幣四百多萬元 ,但此事仍

於民國五十二年被披露 ,迫使吳振瑞於高雄社的臨時理事會上提出辭呈 。吳振

瑞雖辯解說 「我如果不幫忙 ,他們也不怕沒有人出來幫忙」 ,只好以所購進的

香蕉須透過合作社販賈為條件接受其請託 ,而 「一面託人從事買蕉青 ,一面令

部屬宣傳不要賣蕉青」。
田
但筆者認為 ,無論吳振瑞的出發點是否真是為了保障

蕉農利益 ,此事件都代表合作社與青果商之間確實存有私人的溝通管潭 。

報告》 ,頁 1-14U:關於栽培技術 ,參考前書頁 141ηⅢ :關於包裝運輸技術 ,參考前書頁 留S.

319。
珀
 (台清新生報》 ,民國 m年 9月 12日 ,版 5。

’
江長青 .〈 台瀚的外匯改革十 理機構與制度變遵之研究 (19姆-1%3)〉 ,國立台海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S9年 7月 ,頁 91-%t
兒
林純美編著 ,《香蕉王國興亡史毋 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15U-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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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日本蕉貿自由化的前夕

西元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五年 ,日 本分別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理事會及關稅

貿易總協定 ,自一九五七年以後 ,該等國際經濟機構便屢催日本早日實施貿易

自由化 。恓 元一九六一年九月 ,日 本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理事會的勸告 ,自

動訂定國際貿易外匯自由化大綱 ,擬於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前實施香蕉輸入自

由化 。但因日本青果業界的反對 ,加上香蕉輸入業界亦以自由化之準備尚未完

善為由 ,請求日本政府暫緩實施 ,致使日本香蕉輸入自由化延長六個月 ,軍西

元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方付諸實施 。
∞
實施自由化後 ,過去的 「實績制度」將予

以廢止 ,而改行 「自由申請」的制度 ,任何合法的商人都可按一定的手續 ,向

銀行繳納保證金後開出購蕉的信用狀。換句話說 ,過去有實績的日商或華商在

進口方面 ,不再有保障 ,而合作社不必再擔心沒有資金付 「回扣金」 ,也能拿

到信用狀了。

面對此種轉變 ,使合作社與青果公會的角力更加激烈 ,而不僅台灣的出口

組織陷入激烈的競爭 ,從台灣競爭至日本 ;日 方的進口商面臨台蕉供不應求的

局面 ,也為了台蕉 ,從日本競爭至台灣 .本章第一節將敘述由中日雙方香蕉貿

易三年長期契約所引發的日商 、華商 、台灣出口商與合作社的角力與紛爭 ,而

此長期契約終因日商對進口配額的無法妥協而延宕 ;第二節將敘述在長期契約

的各種紛爭產生的同時 ,合作社 、青果公會的輸出權之爭 。

甲 、「長期契約」的爭議

一 、台灣出口商 、華商與 日商的連結

面對 日本即將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 ,日 本的進口業者為保障進口的來源 ,

向台灣提出訂定 「長期契約 」的建議 ,首先獲得初步成績的是 「日本香蕉輸入

協會 」與華商 「福光貿易株式會社 」 (為台商陳杏春 「大一行 」的在 日聯號 )

”
陳武雄 ,〈 日本香蕉市場之研究〉 ,《 農業經濟半年刊》 ,1U,民國”年 12月 .

∞
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 ,頁 舛 、《聯合

報》 ,民國兒年 2月 l1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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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系統 。

據陳杏春呈給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的報告書指出 ,早在民國五十一年五

月 ,外貿會主委尹仲容赴日考察之際 ,便曾接見日本主要的香蕉輸入業者 ,洽

商香蕉輸日長期合約的問題 ,但當時彼等因恐中南美蕉之競銷勢必於實施自由

化後更趨熾烈 ,故頗多躊躇 。而陳杏村為求台蕉輸日長期的穩定 ,也一直勸導

日商簽定長期契約 ,但 日本各香蕉團體均因市場競爭激烈 ,未敢接受簽約之

議 。最後 ,終以利害關係說服 「日本香蕉輸入協會」 ,由該協會於民國五十一

年十二月公推會長根本博與副會長中山信一來台與我方洽商長期契約事宜 ,引而

與外貿會主委尹仲容有過三次會談 。
m由

於日方契約中所提自由化後第一年預定

採購台蕉二五○萬簍 ,第二年採購三○○萬簍 ,第三年採購三六○萬簍 ,可保

障台蕉每年的輸出量 ,且逐年增加達二成以上 ,並對台蕉之生產計畫具有充分

之保障 ,故為外貿會主委尹仲容欣然接受 ↗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 ,尹仲容接受該協會的簽約申請書及契約草稿

時 ,亦對該協會提出四項條件 :甲

1.現有在日華僑輸入數量應予全部保障 。

2.凡參加此合約之日商不得再投資開發台灣以外地區之種蕉生產 。

3.如我方有大量種蕉計畫 ,日 方應參加投資 。

4.速即提出中日文長期合約申請書 ,附送履行簽約保證金 。

由以上條件 ,可看出我當局保障華商 、保障台蕉免於與中南美蕉競銷的立

場 。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中山信一再度來台等候有關簽約覆示 ,適引仲

a 
〈陳杏村呈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笓 -lU。

φ
鳳之 ,〈 香蕉外銷的透視一與日人中山信一的一席談〉 ,《 憂泗新聞報》 ,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 ,片反5。

“ 〈陳杏村里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lU。

“ 〈陳香村呈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槍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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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因病住院 ,未獲面洽 ,便於同月十九日逕將申請書及保證金文件呈送外貿會

受理在案 ,長期契約因此可視為定案 ,只是尚未簽約 。而引仲容則於一月廿四

日早晨驟逝 。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下旬 ,中山信一在日本公開與台灣當局簽訂長期契約之

事宜 ,聲稱尹仲容雖已逝世 ,契約仍必然將簽訂 ,歡迎對 .「 日華親善」的份子

加入 。此舉無異向所有日商軍示台灣香蕉已被該協會 「包辦」 ,在日本的香蕉

進口業界投下巨彈 。於是 ,各香蕉進口協會一面面電交馳 ,群起反對 ,一面紛

紛來台爭取合約 ,絡繹於途 。「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會長槤口顯嗣 、副會長

並川義隆及該協會的支援者眾議員大竹平八郎便於二月四日來台 ,向外貿會提

出長期契約的申請 。與其合作的是建隆行的陳查某 。
∞

由上述可看出 ,台灣的青果出口商因利害關係之不同 ,而有兩大派系之

分 ,一為陳杏村一派 ,一為陳查某一派 。
∞
兩派雖互相爭持不下 ,但面對合作社

時 ,仍是利害一致的 。

二 、合作社與日商的連結

因應日本蕉貿即將 「自由化」 ,合作社亦把握時機 ,努力拓展銷售網絡 。

民國五十一年 ,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明色 、總經理謝敏初 、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

瑞 、台中社理事主席劉嘉修等人聯袂赴日 ,尋求日商的合作 ,研並與全芭連市場

業者於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五日簽定台蕉銷 日的三年長期契約後返台 。二月六

日 ,並將契約分送有關機關核示 ,外貿會對此少數業者私定的契約則表示將慎

重考慮 。
m此

契約的內容包括 :∞

“ 〈「商人利益」「蕉農利益」與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聯合報》 ,民國兒年 2月 li

日 ,版 5。

“ 《台泗新聞報》將之稱為 「陳香村派」與 「建隆派」 ,另外還有 「聯合社派 」 。《台灣新聞

報》 ,民國 犯 年 2月 9日 ,版 5。

印
台潛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瀚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田一竻 。

“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年 2月 7日 ,版 5。

ω 〈「商人利益」 「蕉農利益」與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 ,《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2月 ll

日 ,｝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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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方在三年內要購買台灣所能出售給日本的香蕉 。

2.價格每簍至少每斤七元以。 。

3.在四月日本正式公布自由化後 ,日 方即開發一千萬美元的信用狀來台 ,以購

買台蕉 。

4.日 方允對台灣的香蕉增產給予幫助 ,這種幫助 ,由台方提出計畫 ,獲得日本

政府的許可後即可實施 古

5.其他任何問題 ,可由雙方協議解決 。

由此契約內容看來 ,確可強化台蕉的銷售與增產 ,在價格上亦有保障 。而

日方的訂約業者除全芭連外 ,尚有東印東京青果株式會社 (經營東印東京果菜

市場 )、 大果大一青果株式會社 (經營大阪果菜市場)、 東京中央青果株式會

社 (經營東京中央市場 )〔 金港貿易株式會社 (經營橫濱果菜市場 )、 橫濱丸

中青果株式會社 (經營橫濱果菜市場 )、 京都青果合同株式會社 (經營京都果

菜市場 )、 神果神戶青果株式會社 (經營神戶果菜市場 )、 北九州青果株式會

社 (經營北九州果菜市場 )、 九州台果貿易株式會社 (經營九州果菜市場)、

石川青果市場株式會社 (經營石川果菜市場)、 名古屋中央青果株式會社 (經

營名古屋果菜市場 )等 ,m可說是將日本全國各地的加工商和市場業者連結在一

起 。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七日 ,聯合社召開臨時理監事會 ,檢討該社的業務方針

及與全芭連 、市場業者訂約的經過 。聽取謝敏初的報告後 ,全體理監事均認為

該社的業務方針正確無訛 ,應可強化台蕉在日之銷售基礎 ,並有利於將來與中

南美蕉之競爭 ,因此一致通過與日商所定的契約 。
刊二月八日 ,高雄社全體理監

事亦舉行緊急會議 ,通過決議案 ,上電行政院 、財政部 、外貿會等有關機關 ,

一致支持聯合社與日商所定的契約 。
’2不

但如此 ,高雄社也發動所屬的旗山 、里

港 、南州 、林邊 、屏東 、鳳山、竹田、佳冬 、潮州各區舉行社員座談會 ;η表達

〈「商人利益」

日 ,版 ∫。

《台泗新聞報》

《台淹新聞報》

《台潛新聞報》

「蕉良利益」與日本進口香蕉 「自由化」〉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2月 ll

,民國 兒年 2月 8日 ,版 5。

,民國 兒 年 2月 9日 ,版 5。

,民國 兒年 2月 9日 ,版 5。



1U2 史耘 第五期

支持聯合社與日商所定之長期契約的立場 。
π

而中國合作事業協會也舉行會議 ,對聯合社與日商簽約自辦外銷表示支

持 。會議的結論主要有二 :第一 、聯合社與日訂約 ,是蕉農直接出口香蕉 ,既

可保障蕉農利益 ,且可擴大外銷數量 ,降低銷售成本 ,增加外匯收入 ,符合憲

法之基本國策 ,應轉請政府採擇實施 。第二 、政府應對青果合作社加強督導 ,

必要時由有關機關組成專案小組規劃辦理 ,尤應切實按社員交易額分配盈餘 。
石

由於合作社先與日商訂了合約 ,在政府未核准前 .「 陳杏村派」與 「陳查

某派」更積極爭取與日商訂約 ,並設法阻止合作社的對日貿易 ,要求政府不予

批准合作社的契約 。
而  ﹉

陳杏村在呈給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的報告書中也指責聯合社未經依法申

請 ,即擅與日方業者簽定長期合約 ,「 是企圖造成事實 ,迫使政府承認」 ,

「係我方業者自造事端 ,似此罔顧大局之爭奪 ,實為台蕉輸 日前途之一大不

幸」 ,「 且該輸入協會 (指日本香蕉輸入協會 )申請簽定長期合約一案 ,係 日

方代表直接與我主管當局洽商之定案 ,我方如未能依約與其實行簽訂手繽 ,勢

將引起中日友好外交上之物議」 。
π
陳杏村並指出 ,若我方欲與日商簽定長期契

約 ,亦應以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為代表簽約 ,如此產銷團體均參與其事 ,

既可協助增產 ,改良品質 ,亦可互無怨言 ,極為公允圓滿 。
了
啢 此提案在之前聯

營委員會開會時 ,已由省農會代表提出 ,獲得支持 。
η

面對出口商與合作社的紛爭 ,青果公會的理事長陳查某則呼籲政府 ,應保

障在日經營台蕉進口的華商與日商 ,因此二者過去對台蕉輸日頗有貢獻 ,若不

保障其業績 ,一旦實施自由化後 ,不論過去有無實續的業者均可開信用狀來

π
 (台灣新 F工●報》 ,民國 兒 年 2月 11日 ,版 2、 民國 兒年 2月 9日 ,版 5。

仍
陳風慶 ,<臺潛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頁 9。

% 
《台泗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9日 ,版 5。

” 〈陳杏村呈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 )(民國 兒 年 2月 9

日),《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lU。

砪 〈陳杏村呈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 )(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魄 -lU。

” 〈陳杏村呈美援會秘書長報告書〉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 )(民國 犯 年 2月 9

日),<李 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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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 ,勢必引起其不滿 ,轉而向中南美洲購蕉 ,形成對台蕉的不利局面 。
∞

在出口商與合作社兩強激烈競爭的夾縫中 ,尚有省農會與台北市進出口公

會等其他團體加入戰局 ,Bl使台灣社會
一

時瀰漫著 「香蕉 !多少人因汝之利以行

之」的氣氛 。但因非本文的主題 ,故此處缺而不論 。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香蕉自由化小組召開

會議 ,產銷雙方一致贊成 ,為適應日本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政策 ,及謀台蕉未

來有利的發展 ,我方確有與日方簽定長期契約的必要 ,且屬當務之急 。至於我

方應由何單位出面代表簽訂契約 ,青果公會主張應由具有整個產銷代表性的台

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出面 ,合作社則主張為實現產銷一元化 ,應由聯合社出

面簽訂 ,田雙方的意見仍無交集 。

同日 ,面對台蕉輸日長期契約所造成的日本及台灣香蕉業者的紛爭 ,台灣

當局終於宣布 ,將至產銷雙方能夠合作 .紛爭之局澄清後 ,再考慮長期契約的

簽訂問題 。至於少數人未經政府核准所簽的合約 ,一律無效 。騚 在台的日商 ,

則紛紛賦歸 ,以等待台灣當局決定新辦法 。
肛

在日商分別尋求與台灣出口單位的連結之時 ;在 日華商的行動更為積極 。

由在日經營香蕉進口的華僑組成的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便透過駐日大使館的參

事處向經濟部表達其意願 ,希望經濟部保障該協會能承銷輸日台蕉數量的三成

以上 ,以利台蕉與其他地區的香蕉競爭 。
蹲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廿八日 ,全國商聯會理事長陳啟清就台蕉輸日供銷長期

契約的訂約對象與出口底價問題 ,向政府提出兩項建議 。第一是訂約對象應包

括日方的全部業者 。理由是現已向我政府申請訂約的日商 Γ均有其販銷背景 ,

故我政府宜藉此機會將日本青果業者全部羅致 ,以便自由化後能控制日本市場

以銷售台蕉為主 ,進口中南美蕉為輔 。否則 ,若一部份業者獲准訂約 ,一部份

田
《台泗新聞報》 ,民國 犯 年 2月 lU日 ,版 5。

田 (聯合報9,民國 犯 年 2月 11日 ,版 5、 民國 兒 年 3月 2日 ,版 5。

親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2日 ,版 5。

的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2月 12日 ,版 5.
田 《台泔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 日 ,版 5。

“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年 2月 ” 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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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准 ,難免遺厚薄之議 。且未獲訂約者 ,為其本身營業考量 ,勢必轉向中南

美或其他地區進口香蕉 ,如此對台蕉的前途頗為不利 。第二 ,政府對出口底價

不可硬性規定 ,以便政府能根據市場情形機動調整 ,如此不但有利於政府的外

匯收入 ,亦可機動增加蕉價 ,提高蕉農增產的興趣 。
∞

三 、「長期契約」的延宕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初 ,外貿會兼主委徐柏園通知中信局準備代表外貿會與

日本的青果團體簽訂三年的長期契約 ,契約的輪廓大致為 :釘

1.契約由中信局代表簽字 ,日 本青果商開來信用狀仍可自由指定開給青果商 、

合作社或農會 ,中信局僅負責轉手而已 。

2.青果公會 、合作社 、農會等經營香蕉輸日的配額比率不予規定 ,仍以三單位

接到日本信用狀的先後順序安排船期裝運 。

3.香蕉輸日底價仍維持每簍七美元 .目前 ,外貿會曾接到日本某團體以每簍七

﹉點五美元包銷台蕉的建議 ,不予考慮 。

4.三年契約中 ,對於台蕉供應數量 ,除本年定為一五○萬簍外 ,其餘二年視實

際情形再予決定 。

由此契約的輪廓可看出 ,外貿會並未接受台北市進出口公會開放所有進出

口商經營台蕉輸出的陳情 ,而與陳啟清對於訂約對象的主張雷同 ,外貿會似乎

亦傾向擴大訂約的對象 ,因此對於某團體所開出的較高的價格不予接受 。

隨著外貿會與中信局準備工作的展開 ,包括全芭連的會長吉村孝三郎 、台

灣青果物輸入協會的會長槌口顯嗣等日本各蕉業團體與公司行號代表又紛紛再

度來台 。而台灣方面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因感於若紛爭持續 ,政府頗有可能將

此項原本由民營出口的業務改由公營的貿易機構接辦 ,亦開始接頭洽商彼此是

否有妥協與合作的可能性 。
田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九日 ,外貿會正式公布有關中日香蕉貿易長期契約的九

跖 (聯合報》 ,民國兒年 3月 1日 ,版 5.
田 《聯合報》 ,民國犯年 3月 2日 ,版 6.
銘 《聯合報》 ,民國兒年 3月 6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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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原則 ,並以兼主委徐柏園的名義將 「有關中日香蕉貿易訂立長期供給合約一

節核定事項」的公面發給核定的日商團體 。九點原則為 :田

1.長期供銷合約白方簽約團體核定如次 :

☉日本香蕉輸入協會 (代表人根本博 、中山信一 、砂田勝次郎)。

。

全國芭蕉卸賣加工協同組合連合會 (代表人吉村孝三郎 ;包括東印東京青

果株式會社 ,代表人深見濱助 )。

Θ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 (代表人熥口顯嗣 、並川義隆)、 中央市場卸賣加工

組合連合會 (代表人江澤仁三郎 ;包括其他四加工團體 )、 日本三菱 、東

食 、丸紅 、兼松 、三井 、竹腰六商社 (代表人岡野園一)。
∞

◎日華青果物輸入協會 (代表人黃木邑 )。

。
台灣香蕉輸入協會 (代表人岡田恆太郎 、橫矢三郎 ;包括柴田產業株式會

社 ,代表人浦瀨寬一 )。

◎長崎縣貿易公社 (代表人左藤勝也 ),應加入九州加工組合內 。

2.以往未經本會核准之單獨簽訂有關香蕉貿易合約一律無效 。

3.以上核定簽約各團體之輸入台蕉比率 ,限於本 (三 )月十二日以前 ,自行集

會商定告知本會 。

4.僑 日華商之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核定保留台蕉輸日總額百分之廿五 (即全部

四分之一)。

5.前列各簽約團體於按得本面後 ,於三日內應由其代表人員負責詳開所代表之

團體會社員或商社名冊送本會備查 ,並限於本月十五日以前分別取具委託書

送核 .

6.指定由中央信託局代表簽約 。

7.如在本月十二日以前 ,日 方各簽約團體不能商獲輸入比率 ,則本年四 、五 、

六參個月之輸日台蕉皆按日政府上年 (民國五十一年)分配外匯之比率辦

理 ,如延至本年四月底仍不能商訂輸入比例 ,則本年七、八、九參個月輸入

帥 ‘聯合報》 ,民國兒年 3月 9日 ,版 5.
∞

外貿會原文將 「三井」誤載為 「農林」 ,後經日本香蕉輸入協會要求更正 ,《 聯合報》 ,民

國兒年 3月 12日 ,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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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改按標售辦法出售 。

8.前列長崎縣貿易公社 ,要求直接運送長崎 ,原則同意 ,供應該處之蕉 ,儘可

能直接運至長崎或門司 。

9.履約保證金應按簽約團體輸入分配比率分攤 ,俟洽議合約條款時 ,再行商

討 。

由以上九點原則可看出幾個現象 :

1.政府對於簽定長期契約的對象 ,抱持著盡量使所有的日本青果團體都能參加

的態度 ,所以即使之前並無進口台蕉實績的長崎縣貿易公社亦一併列入 ,即

因該公社包括九個加工組合 ,引而因台蕉的銷售市場遍及日本全國各地 ,因此

政府對任何地方性的加工團體都不能忽視 。

2.之前華商向經濟部要求的輸日台蕉三成的保障雖未達成 ,但仍獲外貿會百分

之廿五的保障 ,可見政府保護僑商的立場 ,此點也與前文所述尹仲容的條件

與陳查某的要求雷同 。

3.各簽約的日本青果團體應於三日內將會員名單造冊送外貿會備查 ,此點係因

日本的青果商 ,為爭取更多台蕉生意 ,有重複參加青果團體的現象 。
φ
外貿會

為避免將來發生糾紛 ,故從嚴審核名單 。

4.外貿會表示 ,預先核定與日方簽定長期契約之輸入團體的原因是為長期穩定

台蕉的在日市場 ,避免台蕉輸日因競爭而陷於混亂 ;而先要各輸入團體洽商

輸入比率的原因則為避免紛爭 ,同時 ,日本各團體的輸入比率若由我方政府

來定 ,亦不合理 。
田

5.由 中信局代表簽約可見合作社 、青果公會 、農會的紛爭仍未解決 。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八日外貿會的九項原則公布後 ,九日 ,日 本各青果團體

代表便開始於中國之友社集會 ,但一直未就輸入之比率達成共識 。不過 ,各 日

本團體均認為外貿會對旅日僑商之比率規定過高 ,故呈文外貿會表示意見 ,的要

” 〈台蕉銷日訂約事項分析),《聯合報》
∞ 〈台蕉銷日訂約事項分析 〉 ,《 聯合報》
明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13日 ,版 5。

”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lU日 ,版 5。

,民國 犯 年 3月 9日 ,版 5。

,民國 兒年 3月 9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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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降低為百分之廿 ,外貿會暫允考慮 。
∞
十一日 ,日 方各團體代表由日本大使館

主持 ,繼續集會商討 ,9°但各團體仍堅持自己要求的比率 ,不願妥協 。其中 ,全

芭連要求百分之五十 ,日 本香蕉輸入協會 (中山信一等人 )要求百分之廿五 ,

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 (槤口顯嗣等人 )、 中央市場加工卸賣組合連合會等要求

百分之八十 ,三菱 、東食 、丸紅 、兼松等四商社要求百分之廿 ,台灣香蕉輸入

協會 (包括柴田產業株式會社 )要求百分之十五 。叩動口上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

被保障的百分之廿五 ,則上述比例共高達百分之二一五 ,超過總額二倍以上 。

由於日本各團體一直無法產生共識 ,外貿會只好將原定為三月十二日的期

限延至三月十五日。而日本各團體也公推並川義隆 、江澤仁三郎等五人為代表

繼繽與外貿會洽商相關問題 。”

就在各日商集團爭論不休時 ,由旅日華商組織的另一香蕉輸入協會向外貿

會提出將輸日台蕉的比率重新分配的要求 ,該協會主張輸日香蕉的百分之七十

都應歸旅日僑商團體經營 ,另外百分之三十 ,才由日本青果團體進口 。此項主

張雖獲得駐日大使館及僑務委員會的支持 ,但遭外貿會的拒絕 。
”

三月十二日 ,日 商各集團代表仍無法妥協 ,宣告談判破裂 ,各集團分別將

決議向外貿會備文報告 ,外貿會因此採取以下步驟 ,並申明之前所公布關於長

期契約的九點原則不會改變 :們

1.本年四 、五 ‵六參個月台蕉輸 日比率 ,仍按照日政府五十一年核配比率供

應 。

2.長期契約簽訂延期 ,俟 日本青果團體商訂進口台蕉比率後 ,再予進行 。

3.在四 、五 、六參個月 ,本省台蕉輸日辦法不變 ,各運輸船期均由台灣省青果

產銷聯營委員會安排 。

日商談判破裂後 ,外貿會兼主委徐柏園曾於中央銀行按見全芭聯會長吉村

,民國 犯年 3月 12日 ,版 5。

,民國 兒年 3月 lU日 ,版 5.

,民國 兒年 3月 12日 ,版 ∫。

,民國 兒年 3月 12日 ,版 5。

,民國 犯年 3月 13日 ,版 5。

,民國 兒 年 3月 14日 ,版 5。

哨 《聯合報》
%《

聯合報》

r 《聯合報》

叩 《聯合報》
唦

《聯合報》
Ⅲ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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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三郎 、東印青果株式會社的深見濱助 、日本香蕉輸入協會理事砂田勝次郎 、

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會長槌口顯嗣 、三菱等四商社代表岡野周一等廿餘人 ,表

達中國政府懇切希望日本各有關商社團體能對今後台蕉輸入比率達成協議的立

場 。
Ⅲ
青果公會也曾宴請全體日本青果商代表 ,要求日商努力團結 ,協同商訂

辦法 ,以利台蕉輸日長期契約的順利簽訂 ,但未獲日商的回應 。此時 ,有的日

商主張無論如何都要爭取長期契約 ,即使只有自己簽約也在所不惜 ;有的則認

為台蕉過份提高自己的身價 ,決定今後將進口中南美洲的香蕉 。
破
大部分的日

商於十五 、十六日搭機返日後 ,嫻我駐日大使館商務處仍繼續邀約日本青果商

及華商就四至六月輸日香蕉分配比率之間題有所磋商 ,Ⅲ但無具體成效 。

乙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輸出權之爭一 「產銷分工 」與

「產銷一元化」

日本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前夕 ,日 商 、華商 、青果公會 、合作社 、農會等

團體 ,皆為長期契約的利權展開激烈的競爭 ,與此同時 ,以青果公會與合作社

為主的香蕉輸出權利之爭 ,也熱烈展開 。在這場爭奪中 ,青果公會主張 「產銷

分工」 ,即合作社只要負責生產的相關事宜 ,出口的業務交由青果公會負責 。

相反的 ,合作社則持續推動行之有年的 「產銷一元化」運動 ,並指出過去由於

日本採取實績分配制度 ,使得台灣的出口商得以利用日本的華商以付 「回扣

金」的方式 ,壟斷大部分的輸出利益 ,使得蕉農的收入微薄 ,而各種的生產改

進工作亦因經費問題而陷於停滯 ,終導致增產困難 ,外銷供應不足 ,對台灣的

蕉業產生不良的阻礙 。
瞄
而農復會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出口商利潤過高 ,蕉農所

得減少 ,是影響香蕉增產的一項重要因素 ,朋等於替合作社的主張背書 。為了

Ⅲ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15日 ,版 5。

晚 《聯合報》 ,民國 犯年 3月 14日 ,版 5。

m3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13日 ,版 5。

Ⅲ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 日 ,版 5。

略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9日 ,版 5.
瞞

陳鳳慶 ,<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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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推展一元化的主張 ,高雄社除召開緊急理監事會議宣示政策外 ,亦輔導

轄下的各辦事處舉行社員座談會 ,凝結蕉農的共識 ,Ⅲ其中以旗山一地最為積

極 :當地舉行的蕉農座談會由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瑞親自主持 ,號召了三百餘

蕉農參加 ,除宣示其在推動一元化方面具有 「破釜沈舟」的決心外 ,亦決議呈

遞陳情書向有關當局陳情 。
仙
當地的大蕉農許龍馬 、徐阿添等人亦不時領導蕉

農舉行非正式的集會 ,以推展一元化的運動 。
們
而全芭連的鉅商鈴木吉藏等人

至旗山考察香蕉生產情形時 ,蕉農領袖陳福源 、陳金陶 、許龍馬 、莊奇品等人

更直接就長期契約的問題與其交換意見 。
Ⅲ
另外 ,里港 、林邊 、屏東等區亦召

開了蕉農座談會 ,除宣示推行產銷一元化的決心 ,並表示支持聯合社與日商簽

訂的長期契約 。
Ⅲ

合作社為推動產銷一元化 ,亦曾向立法院 、台灣省議會請願 ;尋求援助 。

同時具有聯合社理事與省議員身份的林清景便曾為此與中央有關機關洽商 。
爬

而由於林清景 、李建和 、陳新發 、馬有岳等議員的提議 ,省議會也在民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通過臨時動議 ,請省府轉請經濟部 、財政部 、外貿會實施香蕉

產銷一元化 ,准由聯合社自行辦理香蕉出口 ,以保持蕉農利益 ,促進生產 ,提

高品質 ,減低成本 ,拓展外銷市場 。
拙一週後 ,省府支持 ,且建議中央准由聯

合社辦理香蕉外銷 。
Ⅲ

五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及廿一日,立法院的經濟 、財政聯席會議審查青果產

銷蔨體的請願案 ,除邀請合作社 、青果公會代表說明 ,亦要求有關單位主管列

席備詢 。當時列席的內政部社會司長劉脩如基於保護蕉農的立場 ,建議由產銷

團體各出口百分之五十的比率 ,以後再視雙方的表現增減其百分比 ,雙方公平

lU’ 《台沏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9日 ,版 5。

咻
《台泗新聞報》 ,民國 犯 年 2月 lU日 ,版 5。

lU’

 <台瀚新聞報》 ,民國 犯年 2月 19日 ,版 ∫。許龍馬為高雄社的聯合社代表 。

llU《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 日 ,版 5。

∥l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2月 Ⅱ 日 ,版 5” 月 12日 ,版 5.

” 《台淹新聞報》 ,民國 犯 年 2月 lU日 ,版 7。

ll3 
《台灣新聞報》 ,民國 犯年 2月 16日 ,版 5。

Ⅳ
陳鳳慶 ,<臺灣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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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此主張獲得大多數立委鼓掌贊成 。但外貿會主委徐柏園與經濟部長楊繼

增則站在商人的立場 ,不表贊成 。次日 ,徐柏園見大勢已定 ,才表贊成 。劉脩

如認為此時大多數委員的掌聲對後來實施的 「五五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
碼

三月廿五日 ,外貿會邀請十一個有關單位會談 ,有五個單位支持上述主張 ,Ⅲ

雖然輿論認為外貿會不會接受此主張 ,並可能仍將維持現有的辦法 ,即對於青

果公會 、合作社等不定香蕉輸出的比率 ,而由日本商人自行選擇對象 ,竹但青

果公會仍大為恐慌 ,而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合作社 ,其首先指出合作社不能代

表蕉農 ,湖並在各大報紙刊登合作社剝削蕉農的啟事 ,∥硬 香蕉輸出權利之爭更

為激烈 。

青果公會在所刊登啟事的第一部份 ,強調其爭取外匯 、開拓市場 。並多次

從事勞軍捐款及災蕉救助 ,對國家 、社會與蕉農均貢獻良多 。第二部分 ,則列

舉實例 ,證明合作社以各種方式剝削蕉農 。例如台中社對卡車運費之中間剝削

平均達百分之六十二 ,泗對火車運費的中間剝削達百分之七十五 ,臼而台中
一
高

雄兩社向青果公會所請求的包裝費用平均應減少百分之廿八點二三 。
侈
青果公

會更調查民國五十一年度高雄社發放蕉款的情形 ,指責高雄社發放蕉款最快為

九天 ,最慢為廿七夫 ,是任意積壓蕉款以圖利 。
留
最後 ,青果公會指出出口商

”
陳鳳慶 ,<生活青果運銷合作組織改進革新及其間題之研究>,頁 “ 。

lI.《
聯合報》 ,民國 兒年 3月 ” 日 ,版

9。

Ⅲ
 (聯合報》 ,民國 犯年 3月 ” 日 ,版 5。

啷 《聯合報),民國 兒 年 3月 η 日 ,版 5。

l1’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展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女真象緊急啟

事 〉 ,《聯合報》 ,民國 犯年 3月 砃 日 ,版 5。

呦
由台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展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女真象緊急啟

事 〉一文之附表一 「台中社對卡車運費中間剝削情形表」計算而得 。
以

參考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農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實真象緊急啟

事 〉一文 「台中社對火車運費中間剝削情形表」 .

邇
由台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良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實真象緊急啟

事 〉一文之附表二 「台中社及高雄社包裝費用應減少比較表」計算而得 。
必

參考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農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女真象緊急啟

事 〉一文附表三 「民國五十一年度高雄青果合作社蕉款發放蕉農情形調查表」 。政府對蕉款

發放的規定為採蕉當日付款 ,青果公會表示其皆於採蕉前二日即已將現款交清予合作社 .合

作社方面 ,後來於一次業務檢討會中指出 ,關於蕉款發放 ,因每月外銷價格不同 ,影否月初



戰後台灣與 日本的香蕉貿易網絡(民國鉾.φ 年

一

以音果公會與音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l1l
—

—

已自願降低出口利益 ,合作社也應降低管理費 、代辦費及其他種種中間費用 ,

如此蕉農利益必隨之提高 。青果公會並要求應徹底實施產銷分工 ,由農會負責

生產指導 ,合作社負責集貨 ,青果公會負責輸出 。
Ⅲ

面對青果公會的指控 ,合作社除據理說明其確具合法資格 ,足以代表蕉

農 ,仍並立刻於次日的各大報由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明色 、台中社理事主席謝敏

初 、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瑞共同署名 ,反駁青果公會所刊登的內容並非事實 ,

其舉止是為保護既有利益 ,並指責其十年來剝削蕉農的血汗錢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
碼

其實青果公會與合作社不是只有在輸出權利上有所爭執 ,舉凡產地蕉價、

汽車運蕉費等方面都爭執不斷 ,〞甚至動用到外貿會為之仲裁 ,將產地蕉價的

計算方法予以改變。
個

肆 ‵日本的蕉貿自由化與台灣的 「五五制」

西元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 ,日 本實施香蕉貿易自由化 .台灣當局為整頓香

蕉產銷業務 ,也宣布實行香蕉產銷新措施 ,規定以後香蕉由生產社團及輸出業

商行各輸出┬半 ,即所謂之 「五五制」 。其中合作社佔百分之四十五 ,農會佔

百分之五 ,青果公會佔百分之五十 。但因各單位均須撥出百分之零點五給榮民

生產中心 ,佣故實際分配額為合作社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五 ,農會佔百分之四點

月未香蕉供應數量之調節及內銷價格之共同計算 ,於集貨日即發放蕉款女有困難 ,《 聯合

報》 ,民國 兒 年 4月 9日 ,版 5。

Ⅲ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良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女真象緊急啟

事 〉 ,《聯合報》 ,民國 犯年 3月 田 日 ,版 5。

必 《聯合報》 ,民國 兒年 3月 ” 日 ,版 6。

1’.張
明色 、謝敏初 、吳振瑞 ,〈 為駁冱昨日台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捏造事安企田擾亂聰聞

歪曲事安廣告並請求各界認清誰為剝削我們蕉展鄭重啟事 〉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

日 ,版 7.

甲 《聯合報>,民國 9年 3月 2日 ,版 5、 3月 3日 ,版 5、 3月 9日 ,版 5、 3月 21日 ,版

5、 3月 %日 ,版 5。

呯 《聯合報》 ,民國 兒年 3月 8日 ,版 5、 3月 留 日 ,版 5、 3月 %日 ,版 5。

l”

〈殷盼產銷團體履行五五比率.聯委會應速辦妥 L/C轉讓 〉 ,《青果通訊》 ,∞ ,民國 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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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果公會佔百分之四十九點五 。
湖

另外 ,外貿會為負責此項新措施的督導事宜 ,亦成立 「香蕉產銷輔導小

組」 ,實施有計畫的增產措施 ,Ⅲ並統一規定蕉價中之產地蕉價 、合作社的集

貨 、檢驗 、包裝 、運費與管理費 、青果公會的海運與保險費等費用 。民國五十

二年十月起 ,每簍香蕉更增收增產與救災經費 。由此可見外貿會對香蕉產業的

督導 ,也 日趨積極 。

五五制實施後 ,蕉農收益增加 ,產量與輸出量不斷提高 ,許多種蕉之農村

快速成長 。民國五十六年 ,香蕉收穫量達一千二百五十餘萬簍 ,外銷總額達八

百八十九萬零七百廿二簍 ,外匯收入共計六千四百餘萬美金 ,是台蕉外銷史上

的最高記錄 ,蕉業達到空前的繁榮 d

甲 、「五五制」的實施與影響

一 、政策的制訂

外貿會公布的香蕉輸出新辦法雖確定以 「五五制」為主要架構 ,以解決產

銷雙方的輸出權之爭 :但日商之間因對輸入比率無法妥協 ,造成長期契約的延

宕後 ,仍為此爭論不休 ,使得台灣當局不得不改變由日商自行協商的原則 ,將

日商的進口比率加以規定 ,而香蕉輸出的辦法也因此為適應群情而迭有更改 ,

直到民國五十四年後才較穩定 。u外貿會主委徐柏園表示 ,台蕉輸日的辦法雖

數度改變 ,但外貿會對於香蕉產銷的最高目標始終是一蕉農利益第一 ,國家外

匯第二 ,合作社或出口商利益第三 。
稱

lU月 2U日 。
四

三回體分配給榮民生產中心的比率於民國五十六年九月由百分之零點五提高至百分之一 。

<果農合作》 ,σ ,民國 %年 9月 7日 ,頁 3。

Ⅲ
增產工作共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以增產為中心 ,第二階段以調節季節生產為中心 ,第三階段

則為配合生產季節之調整 ,推廣山坡地植蕉 ,並改善香蕉品質 ,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香蕉

增建計畫成果檢討.蔣召集人提出第三階段工作原則 〉 ,《果展合作》 ,38,民 國 56年 2月

” 日 ,頁 l。

晚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海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35、 陳武雄 ,〈 日本香蕉

市場之研究〉,頁 ” 。
呦

徐柏園 ,〈 香蕉輸出業務的改進與發展〉 ,《 合作界》 ,S.4,民國 9年 12月 31日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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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五十二年四月至九月 :

此時期的輸出量為一百萬簍 ,全委託中信局統一報價 ,無論任何團體商行

均不得報價 ,單獨報價者均屬無效 。一百萬簍的分配如下 :u

U日 本香蕉輸入協會 (代表人根本博 、中山信一 、砂田勝次郎 ;並包括農

林 、竹腰 )一 共ti萬簍 。

@全國芭蕉卸賣加工協同組合連合會 (代表人吉村孝三郎 ;並包括東印東京

青果株式會社 ,代表人深見濱助):共十六萬簍 。

◎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 (代表人櫏口顯嗣 、並川義隆)、 中央市場卸賣加工

組合連合會 (包括其他四加工團體代表人江澤仁三郎 )、 日本主菱 、東

食 、丸紅 、兼松 (代表人岡野園一 ),並包括長崎縣貿易公社 (代表人左

籐勝也 ):共四十二萬簍 。

◎日華青果物貿易協會 (代表人黃木邑):共廿萬簍 。

Θ台灣青果輸入會社 (代表人岡田恆太郎 :橫矢三郎 ;包括柴田產業株式會

社 ,代表人浦瀨寬一):共十五萬簍 。

此比率公布時 ,本規定日方開來的購蕉信用狀之受益人須為中信局 ,並應

可分割及轉讓 。
Ⅲ
但因日本青果團體皆要求信用狀指定受益人 ,外貿會只好更

改規定為各信用狀之百分之五十應開給中信局 ,不得指定受益人 ;另百分之再

十可權由日本青果商自由指定受益人 。而開給中信局的部分 ,將由中信局視日

方信用狀指定受益人之情形 ,再分撥給青果公會 、合作社或農會 。
獨
外貿會此

舉 :應是為保障五五制能確實實施 。而以上比率的分配 ,大致是按各團體過去

之進口實績 ,研而外貿會原本給予華商團體百分之廿五的保障則降至百分之

廿 。

2.民國五十二年十月至五十三年三月

此階段輸出量為廿萬簍 ,仍由中信局統一報價 ,輸出由上一階段報價對象

lU。

山 《徵信新聞》 ,民國 兒 年 4月 3日 ,版 4.
”s 

《徵信新聞》 ,民國 兒 年 4月 3日 ,版 4。

l韜

《聯合報9,民國犯年 4月 9日 ,版 5。

ls’

張德粹 ,《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之經濟分析》 ,頁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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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百三十九社 ,及新參加之業者共四十八社平均分配 。
們

3.民國五十三年四月至九月

此階段在報價方式上有重大改變 ,即由中信局統一報價改由產銷雙方按各

半的出口比率自由選擇報價對象 ,自行對外報價 ,可說逐漸接近自由貿易的原

則與精神 。此政策獲得產銷雙方的一致贊同 ,聯合社理事主席謝敏初與青果公

會理事長王諸回皆發表談話 ,對新辦法表示擁護 。
泗

在對華商的保障方面 ,外貿會規定產銷雙方對華僑香蕉專業商社的報價均

不得少於廿萬簍 ,叩另外 ,生產者社團有〺萬簍的政府專案核定買主的報價對

象 .Ⅲ

日本香蕉進口團體對於前二期台灣當局進口比率的分配雖有諸多批評 ,但

硬性的比率分配規定總算暫時停止其對於進口權的紛爭 。此階段驟然改由貨主

自由選擇報價對象 ,便使日本各商社來台聽取新辦法的代表感到緊張 。台灣青

果物輸入協會的會長熥口顯嗣與副會長並川義隆 ‵全芭連的會長吉川孝三郎與

副會長上野便為此先後前往外貿會和香蕉產銷輔導小組 ,請求給予日商分配進

口比率 ,同時再度提出簽訂長期契約的建議 。但外貿會則以新辦法業已公布為

由 ,請 日商個別向青果公會和合作社自行交涉 ,以貫徹新辦法自由貿易的精

神 。
竹2亦

有傳聞指出全芭連因過去與合作社有交情 ,曾向我政府提出希望將合

作社的出口全開給全芭連 ;而台灣青果物輸入協會因與青果商較接近 ,也曾向

我政府提出希望青果公會的出口全開給該協會 。但政府皆請其逕向合作社與青

laB台
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海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39。

1J’

辛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心亂如麻 〉 ,《 徵信新F工9》 ,民國 兒 年 2月 竻

日 ,片反4。

1.U辛
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亂如麻 〉 ,《 徵信新聞》 ,民國 “ 年 2月 竻

日 ,版 4。

Ⅲ
辛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心亂如麻 〉 ,《 徵信新聞》 ,民國 “ 年 2月 竻

日 ,版 4。 吳振瑞表示 ,此 目的是政府為著措在日鬥匪經費 。此規定至五十三年八月取消 。

林純美編著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155。

1.’

辛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心亂如麻 〉 ,(徵信新聞》 ,民國 “ 年 2月 ”

日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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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會接洽 ,使得日商不得不紛紛向合作社與青果公會展開活動 。
湖

除了日商為此展開活動外 ,也有許多華商展開暗中的活動 。日本某華僑協

會便向合作社提出正式公文 ,請求其將廿萬簍的報價交由該協會統一分配 。許

多小華商對此種報價則頗表恐慌 ,認為共四十萬簍的香蕉配額很可能全被大華

商取得 ,而小華商唯有聽天由命 。
Ⅲ

4.民國五十三年十月至五十四年九月

此階段仍維持產銷雙方自行對外報價 ,對報儥對象的規定只有 「應以在 日

直接經營香蕉配銷及加工業者為主 ,至少應佔報價總量之百分之七十以上」一

款 。
竹●

二 、影響

1.農民收益增加

「五五制」實施後 ,因給予生產者團體百分之五十的輸出保障 ,蕉農出售

香蕉的 「分得比率」從民國四十年至五十一年的平均百分之四十點五 ,增至民

國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的平均百分之五十四點四 ;香蕉產地價格的變動幅度也

從之前的百分之十五點八降至之後的百分之九點四 ,降幅達百分之四十 ;粥高

屏平地蕉田每公頃的收益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 ,台中 、南投山地蕉田也增加百

分之九十七 。
竹了
由此可看出 ,「 五五制」不但增加了農民的收益 ,亦增大了產

地蕉價的安定性 ,凡此不但增強了農民的生產意願 ,促進農村的繁榮 :曲也使

啷
辛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心亂如麻 〉 ,《 徵信新聞》 ,民國 “ 年 2月 ”

日 ,版 4。

Ⅲ
辛聰明 ,〈 風水輪流轉.香蕉今吃香.日 商爭蕉.心亂如麻 〉 ,《徹信新聞》 ,民國 兒 年 2月 ”

日 ,版 4。

“s 
《中央日報》 ,民國 兒 年 8月 ” 日 ,版 5。

1..許
文富 ,〈 五五香蕉運銷制度前後蕉展所得價格安定性之比較分析〉 ,(果展合作》 ,∞ ,

民國 %年 6月 15日 ,頁 必-19.

田
蔣彥士 ,〈 台灣香蕉產銷問題之檢討〉 ,《 自由中國之工業》 ,”挖,民國“年 8月 竻 日 ,

頁 8。

沸 
「五五制」女施後一年內 ,外銷收入增加約新台幣二億元 ,其中高屏區約佔一億八千萬元 ,

造成高屏最大產區一旗山地方的經濟空前繁榮 。蔣彥士 ,〈 台灣香蕉產銷問題之檢討〉 ,

《自由中國之工業》 ,η-2,民國兒年 8月 筠 日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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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社於民國五十五年的營業額高達新台幣八億五千萬元 ,居全省公民營企業

機構的第八位 ,若只論民營企業 ,僅次於台灣水泥公司 ,若僅論農產企業 ,則

僅次於台糖公司 。
㎎
而從表 4-l更可看出 ,自 實施 「五五制」的民國五十二年

起 ,香蕉的栽培面積約增加百分之五十 ,民國五十三年的產量 、外銷數量 、外

銷數量佔總產量之百分比分別約成為五十二年的兩倍 、三倍與一點六倍 。另

外 :香蕉的輸出總值從民國五十二年的新台幣二億七千九百九十萬三千元增至

民國五十三年的十二億八千三百五十一萬三千元 ,民國五十四年再增至廿二億

四千九百八十萬元 ;而香蕉輸出佔總輸出值的比率也從民國五十二年的百分之

二點一一增至民國五十三年的百分之七點三九 ,民國五十四年再增至百分之十

一點五二 ,Ⅲ漲幅驚人 。     ﹉

「五五制」創下台灣農業困貿易制度的改變而影響生產 、外銷 、農民收益

大增的空前記錄 :Ⅲ因而使得社會輿論將此項政策類比於過去的 「三七五減

租 」與 「耕者有其田」 ,理的確 ,此二土地改革象徵的是財富的再分配 ,而

「五五制」打破出口商壟斷之局 ,對蕉農團體與蕉農而言 ,亦是香蕉輸出利潤

的再分配 。

四 〈本社去年營業額八億五千萬元.居全省公民營企業機構第八位 〉 ,《果皮合作》 ,ω ,民國

%年 7月 ∞ 日 ,頁 5。

ljU參
考鄧善章所製之 「光復後台灣香蕉輸出值佔台灣總輸出值之比率j.鄧善章 ,〈 台灣香蕉

外銷之研究 〉 ,(台灣銀行季刊》 ,18-3,民 國 %年 9月 ,頁 上58。
Ⅲ

蔣彥士 ,〈 台灣香蕉產銷問題之檢討 〉 ,(自 由中國之工業》 ,η佗 ,民國 j3年 8月 巧 日 ,

頁 8。

1.2 
《中央日報》 ,民國 犯 年 9月 9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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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卒l 戰後台灣香蕉產銷表

年 份
栽培面積
(公頃)

生 產 數 量 外 銷 數 量

公  噸 箱 數 箱  數 佔總產量%
民國 竻 年 lU.2U2 53,412 3.338.25U 13U.758 3.92

民國 %年 15.445 124:357 7,772,313 627.8U7
�祪
�祪
眲�祪

�祪

民國 田 年 17.9UU llU.447 6,9U2,938 1.686.U24 24.42

民國 3B年 16,238 98.427 6.151.688 841.695 13.68

民國 39年 14,679 l17,278 7.329.875 755.788 lU.58

民國 的 年 14.738 lUU,UU8 6,25U,5UU 1.762.176 28.I9

民國 41年 15.689 lU6.856 6,678,5UU 2.721.5UU 4U.75

民國 砲 年 12.718 96.1Ul 6,UU6,313 l,428,188 23.77

民國 芻 年 12.459 98.UU8 6.125,5UU l,935,271 46.91

民國 羽 年 lU,672 84.677 5.292.313 1.7U7.882 32.27

民國 小 年 9.573 58.695 3.668.5UU 1,262.549 34.42

民國 伯 年 ll,27U 92,466 5,779,125 1.751.991 3U.32

民國 η 年 13.838 ll1.266 6,954,125 2,625,771 37.76

民國 們 年 12.962 lU4,474 6,529石25 2.948.U88 45.15

民國 的 年 12.7U9 l14,216 7,138,5UU 3.U4U.29U 42.59

民國 m年 14,751 129石69 8.l“.313 4.781.549 59.UU

民國 51年 14,874 135,26U 8.453.75U 3:596.529 42.54

民國 犯 年 21.167 132.489 8.28U.553 3.79U.629 45.78

民國 兒 年 31.429 267.898 16,743,625 12,561,lll 75.U2

民國 9年 4U.387 46U,U94 28,755,875 21.U92.238 73.35

民國 “ 年 47.942 527.721 32,982,563 23,138,25U 7U.15

民國 %年 5U.479 653.8UU 4U.862,5UU 26,673,212 65.28

民國 Ⅳ 年 48,653 645.467 4U.341.688 24,U92.857 59.72

民國 兒 年 47.5Ul 585.531 36.595.688 26.lU5,813 71.34

民國 ” 年 43.155 461.829 28,864,313 15,133,946 52.43

民國 ω 年 35.521 47U.∫ 96 29,412,188 2U,763,12U 7U.59

民國 61年 24,751 366.41l 22.9UU,688 15,173,397 66挖6

民國 ω 年 22.561 422.646 26.4U9,125 15.777.37U 59.74

資料來源 :

說  明 :

栽培面積與產量採自歷年的 《農業年報》 ;外銷數量多採自歷年 《台灣青果

年報》 ,並參照海關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年刊》。

外鉿香蕉原用竹簍包裝 ,每簍裝四十八公斤鮮蕉 ,自 民國五十八年起陸組改

用紙箱包裝 ,每箱裝蕉十六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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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本輸入市場的混亂與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成立

「五五制」雖帶給台灣蕉業正面的影響 ,但自民國五十三年四月由中信局

統一報價改由產銷雙方自行選擇報價對象後 ,因台灣當局給予華商百分之廿的

保障 ,再加上台灣的出口商多報價給其在日聯號 ,使得華商的進口實績從自由

化前的約百分之十七驟然增至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
邱
許多日商為爭取台蕉輸

入 ;不得不向華商付 「回扣金」轉購 ,Ⅱ或付佣金向台灣的出口業者套購報價

分配 ,所而 「回扣金」有時高達美金一點五或二元 ,用因此引起 日商普遍的不

滿 ,也引起日本台蕉輸入市場的混亂 ,而蕉價更反較自由化前昂貴 。
研
而除了

權利買賣之外 ,華商還牽涉到套匯 、逃稅等問題 。
朋
凡此總總 ,皆受到日本各

界嚴厲的批評 ,日 本國會議員也提出質詢 ,指責通產省處理不當 ,形成所謂的

「香蕉霧事件」 。
拙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下旬 ,日 本通產省及農林省等機關召集主要的香蕉輸入

集團舉行 「香蕉問題研究懇談會」 ,檢討建立香蕉輸入秩序及輸入業者的安定

方案 ,強力指導各團體共組全國性的輸入組合 ,擬以組合之力分配各商社進口

之數量 ,以消除日商向華商付 「回扣金」的行為 。但日商卻爭先恐後發起成立

組合 ,先後有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
剛

「全日本香蕉輸入組合」〔
Ⅲ

「全國香

呦
林英毅的統計數字為首分之五十 ,見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

力之比較研究〉,頁 31;熊紹任與合作社的統計則較高 ,為百分之六十 ,熊紹任 ,《台灣的

香蕉運銷制度與青果運銷合作組織之研究》 (出版地不詳 :熊紹任 ,民國 %年 ,初版),頁
笓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潛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39。

臼
熊紹任 ,《台灣的香蕉運銷制度與菁果運銷合作組織之研究》 ,頁 32、 %、 林英毅 ,〈 台蕉

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 ,頁 31、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η。
哪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釘。
惱 《中央日報》 ,民國 68年 2月 舛 日 ,版 3、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李國鼎檔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02-竻 。
(s’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邠 。
曲
 吳志宗 ,〈 香蕉輸日之檢討〉 ,《 果農合作》 ,lU8,民國 9年 6月 13日 ,頁 芻 。

唧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37、 吳志宗 ,〈 香蕉輸日

之檢討〉,頁 芻 。
呦

由日本檸檬協會之藤井一雄發起成立 ,會員有兩百餘家 ,多為以往有輸入責績者 ,包括中山

信一 、柴田勇等 ,而中山信一在日本政界的活動能力極強 。仇士胥 ,〈 論台蕉輸日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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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l19

蕉輸入組合」成立 ,彼此相互競爭 。又礙於日本輸出入交易法規定 ,每單一品

種只限組一個輸入組合 ,故民國五十三年冬季 ,開始將各組合合併 ,等設全國

性的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 ,而因日方香蕉業者份子複雜 ,各為其利而互相競

爭 ,亦加深 日本當局運用組合約束各商社的決心 。
妓
此組合經過近一年的協

調 ,於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舉行成立大會 ;同年九月十五日由通產省核准

正式設立 ,負責與台灣方面的交涉事宜 ,慨而組合會員之間 ,則依照過去的實

績分配輸入比率 古從此至民國六十年八月一日以前 ,日 本輸入台蕉的團體便僅

限於日本香蕉輸入組合 ,進口方式也改為 「自動進口配額制度」 (簡稱 AIQ

制 ),Ⅲ但對其他地區香蕉的輸入 ,則無限制 ,形成有差別的輸入制度 。

面對日方針對台蕉成立單一輸入組合的舉動 ,台灣的生產者團體的反應是

希望能阻止該組合成立 ,因組合若成立 ,青果出口商固然無法再獲取 「回扣

金 j等利益 ,但此組合一定會轉為刁難台蕉的進口數量 、價格 ,甚至付款方

式 ,碼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瑞便曾於五十四年五月赴日 ,暗中策動另一組合的

競爭設立 ,使輸入組合不能順利成立 。
碼
至於出口商 ,因其在日聯號可設法加

入組合 ,故對此組合的等設並無反對之意向 ,許多出口商甚至贊成其設立 ,因

以後或可利用其刁難台灣的生產者社團 ,以重振出口商控制台蕉的局面 ,研而

青果公會理事長王諸回亦聲稱 ,針對日方輸入組合的構成 ,我方第一應支持旅

《貿易週刊》 ,4,民國“年 1月 ” 日 ,頁 3。

血
由並川義隆發起 ,會員有六百餘家 ,並川曾任日本經濟局長 、台灣育果物輸入協會副會長 ,

在政界亦有影各力 .仇士胥 ,〈 論台蕉翰日問題〉,頁 3。

1.2熊
紹任 ,《台泗的香蕉運銷制度與青果運銷合作組織之研究》 ,頁 筘 。

熪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海省臂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39-3S、 林英毅 ,〈 台蕉與

中南美蕉兢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頁 31-笓 。
“

在此制度下的進口貨品 ,雖隨時受理進口申請 ,無限地核准外匯 ,然其輸入外匯每筆仍應受

通產省批准 ,與自由化之初 「自動承認 ,自動自由申請 ,自 由開發信用狀」的 「自動許口制

度」 (簡稱 AA制 )不同 .展復會企到處 ,〈 香蕉輸日問題的新展望〉 ,《 果良合作》 ,

γ
一
,昂

國 %年 6月 8日 ,頁 2。

嫋
熊紹任 ,《台瀚的香蕉運銷制度與青果運銷合作組織之研究》 ,頁 笓 。

lb. 
〈特案香蕉輸日的風波〉 ,《 徵信新聞》 ,民國 9年 lU月 lU日 ,版 5。

啕
熊紹任﹉ 《台海的香蕉連銷制度與青果運銷合作組織之研究》 ,頁 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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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商 ,其次須重視香蕉專業者 ,第三須顧及日本各地區其他的販賣組織 。
燜

由此可見 ,即使是日方輸入組合的成立 ,也暗藏了我方輸出團體的角力在內 。

民國五十五年開始 ,臺 、日雙方的香蕉貿易數量 、價格 、船運 、規格及其

他交易條件便由日本香蕉輸入組合與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每三個月一次所

召開的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所決定 。此會議原設有 「海運」與 「專門」兩委員

會 ,第六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後 ,經我方代表提議 ,合併改稱為 「業務委員

會」 ,由中 、日雙方各派十五人組成 。
湖
中日香蕉貿易的各項交涉從此邁入另

一種制度化的新形式 。

一般而言 ,皆將日本自由化後至香蕉輸入組合成立前的台日蕉貿 ,稱為

「賣主市場」 ,因其時求過於供 ,日 商為爭取配額 ,有求於我 。日本香蕉輸入

組合成立後 ,台 日蕉貿則由 「賣主市場」轉變為 「買主市場」 ,因台蕉從此無

自由選擇買主 、自由推銷之權 ,得全賴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配銷 。從此在中日

香蕉貿易會議上 ,便屢見輸入組合對台蕉的刁難 ,尤其因台蕉面臨中南美蕉的

競爭 ,輸入組合便常以此為由 ,對進口台蕉提出苛刻的條件 。例如民國五十四

年九月 ,日 方為使進口台蕉統一透過輸入組合 ,爭取貿易的主動權 ,拒開信用

狀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第三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時 ,日 方提出將計價方式改為﹉

「到貨計價 」 (Ex-ship),m及廢除 「腐損率在百分之三以下不補運」的規

1.B《
聯合報》 ,民國 “ 年 2月 3日 ,版 5。

l¢’
此委員會的任務為 :-、 輸 日香蕉船期之囝運事項 ;二 、有關蕉貿業務之研究改進及建議事

項 ;三 、中 日香蕉貿易會議大會之交辦事項 ;四 、其他為達成本委員會使命之必要事項 .

〈第六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決議事項 〉 ,《果展合作》 ,39,民國 56年 3月 2日 ,頁 l:

〈第六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決定事項 〉 ,《 果皮合作),伯 ,民國 %年 4月 13日 ,頁 4、

〈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業務委員會會議準則 〉 ,<果良合作》 ,稱 ,民國 %年 3月 3U日 ,頁

4。

)’.「
到貨計價」與原先使用的 C.I.F計價方式主要之不同點如下 :一 、在 C.I.F契約中 ,海上危

險是由買方自行負搪 ,但在 Ex咚hb契約中 ,更方應負搪海上的一切危險 ,直到於目的港將貨

交與買方為止 ;二 、在 C.I.F契約中 ,買主不問貨物之到達與否 ,應於更方將裝胎證件交付

時 ,付清貨款 ,但在 Ex-s㏑p契約中 ,除非有特別規定 ,通常在貨品抵達目的港交貨前 ,買方

無付貨款的義務 。在一般貿易中 ,Ex咚h” 契約並非易於被接受的貿易條件 ,其通常為經濟先

進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 ,或經濟安定國家對戰地國所提 。藍箴規 ,〈 所謂到貨計價〉 ,《 果

農合作》 ,S9,民國田年 1月 18日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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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要求全額補給等苛刻條件 ,因我方拒不接受而談判破裂休會後 ,日 方代表

對我方復會的提議竟未置可否 ,便搭機返日 ;〣民國五十六年及五十七年 ,則

多次提出 「削價限量」的不合理要求 ,並動輒以不開發信用狀做為要脅 ;〞五

十八年三月 ,又以限量為手段 ,欲使台蕉降價 。
竹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成立之初 ,紛爭仍是不斷 。首先 ,因其依照過去的實績

分配 ,新商人無法加入 ,泓故未加入組合的團體皆不滿組合對台蕉輸入的獨

佔 。其中部分無實績的業者便組成 「日本香蕉加工卸賣團體聯合會」 ,排斥香

蕉輸入權利的獨佔化 ,提出輸入台蕉百分之廿的要求 ,並指責輸入組合的措施

獨斷 。
們
此聯合會除向眾議院商工委員會 、通產省 、農林省 、經濟企畫廳陳情

外 ,其保障消費者利益的訴求 ,也獲得部分消費者團體 ,如消費科學連合會 、

太田區主婦連合會的響應 。
憫
除此之外 ,日 本香蕉加工 、卸賣及配貨等業者共

四十三社 ,也組成 「台灣果實輸入期成同盟」 ,並呈文台灣外貿會當局 ,要求

准與香蕉生產團體或輸出團體簽訂購蕉合約 ,以便向日本政府依法交涉輸入台

蕉 。
!π

其次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成立後 ,內部紛爭亦多 。有的政治家會利用其立

場干涉分配額 ,們且組合內部也分成十四‵五個集團 ,利害關係甚為激烈 。
喲
另

外 ,最嚴重的便是許多業者為增加香蕉輸入的分配量 ,或在組合代表與理監事

n 
《聯合報》 ,民國“年 9月 l1日 ,版 2.

1’2 
〈推展台蕉銷日本.有待爭取自由化〉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 ),《 李國鼎檔

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a”＿” 。
仍 《台泗新聞報》 ,民國58年 3月 ” 日 ,版 5。

Ⅱ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m＿筠 。
” 〈日本香蕉加工卸交囝體聯合會提出輸入台蕉百分之廿的要求〉 ,《 青果通訊》 ,8,民國

∞年 8月 4日 ,頁 l-2。

啪
〈日本香蕉加工連合會會長謁通產省大臣提出陳情〉 ,《青果通訊》 ,ll,民 國∞年 8月 巧

日 ,頁 3、 〈日本香蕉加工卸更團體召開陳情會之宣言及決議〉,<青果通訊》 ,16,民國

邱年 9月 ” 日 ,頁 l-2.
田 〈日本另成立 「台海果實輸入期成同盟」爭取台蕉輸入權向我政府提出購蕉案〉 ,《 青果通

訊》 ,16,民國“年9月 ” 日 ,頁 l-2.
1’B〈

台瀚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S笓一竻 。
1’’

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頁 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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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中增加選票 ,紛紛設立 「虛設行號」 ,湖數量達三百餘家 ,Ⅲ使得組合內

常因進口台蕉配額分配不公而風波迭起 ,社會黨在國會中也為此追究政府 。
跟

因此 ,日 本通產省為維護輸入秩序 ;懲戒不法之輸入業者 ,飭令調查台蕉輸入

業之實態 ,並於民國五十六年輔導組合員由原先的六百餘家 ,合併為約二百六

十家 ,Ⅲ其存立的標準為 :一 、自己辦理進口業務者 ;二 、設有事務所者 ;

三 、每年進口一萬簍以上者 。因原來進口一萬簍以下者 ,多為具有 「幽靈實

績」的 「虛設行號」 。
u部

分華商認為日本當局此一作法 ,是一項針對華商之

有計畫的打擊 ,喵可見華商設立 「虛設行號」的情形應頗為嚴重 。

由上可知 ,「 五五制」不僅對國內有所影響 ,其給予華商的保障亦造成了

日本的台蕉輸入市場的混亂 ,終導致日本政府將台蕉的輸入結構予以重整 。

乙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持續輸出權之爭—— 「自由輸出」

與 「產銷一元化」

「五五制 」雖可說是國家在爭取外匯與維護蕉農的利益的目標下 ,為平息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紛爭
一
所設計出的 「妥協一帶j衡 」的架構 ,但其頒佈之

後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在輸出權方面的紛爭仍是不斷 。

lBU「
虛設行號」又稱 「紙上業者」 ,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

之比較研究 〉 ,頁 32。 意指僅負開信用狀之買 ,而輸入關稅 、進口卸貨手敝費之繳納‵香蕉

之販貢等事務 ,悉由批發商或加工商處理者 :或僅有配售香蕉之名 ,而香蕉分配之申請 、其

他手級費用之繳納 ,甚至香蕉之販頁 ,悉由批發商或加工商處理者 。簡而言之 ,此兩者皆僅

享有配受輸入香蕉實績之名 ,而無真正從事販頁香蕉之實務 ,〈 日本政府調查香蕉輸入業者

虛設行號的原因〉 ,<果農合作》 ,31,民國珀年 1月 j日 ,頁 4。

Ⅲ
林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 ,頁 笓 。

啦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 ,《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筠 。
湖

吳志宗 ,〈 香蕉輸日之檢討 〉 ,頁 28、 〈日本市場小則消息報導 〉 ,《 果農合作》 ,巧 ,民

國 %年 4月 6日 ,頁 7。

Ⅲ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 ,《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筠 ‘「幽

靈資績」一詞 ,為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刁
、
組負責人蔣彥士在檔案中批示的用詞 。

怡S 
〈台灣香蕉問題告一段落 〉 ,《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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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果公會方面

政府決定實行 「五五制」之初 ,青果公會便立刻在報紙上刊登訴願書 ,強

調青果公會自台灣光復以來便致力於香蕉國際市場的開拓 ,貢獻良多 ,其並非

中間剝削階層 ,而是 「拓展輸出賺取外匯的實行者」 ,並指責合作社缺乏香蕉

輸出效能 ,與利用 「報驗特權」對蕉農與出口商收取費用 ,才是 「名符其實的

剝削」 ,要求政府取消 「五五制」 。
們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 ,「 五五制」的第一階段結束後 ,青果公會又在報上發

表 「產銷分工」 、廢止 「五五制」與開放香蕉產地 ,准許自由採購的主張 。其

指出行政院曾規定 「各社團 、合作社及工業會等 ,不具備公司行號的必要條

件 ,不宜辦理國外貿易業務」 ,且聯合社並未參加青果公會成為會員 ,因此不

得經營輸出業務 。青果公會並批評聯合社所主張的 「產銷一元化」係屬 「蠶食

蕉農的一種手段和不切實際的空洞招牌 。該社所謂 Γ產銷一元化利益全歸諸蕉

農』一語 ,亦係裝飾言詞 ,用以攻擊商人的口號」 「該社置其本身應作的香蕉

增產工作於不顧 ,反熱中爭取辦理出口的權益 ,實屬捨本逐未 ,誠非正途」 。

青果公會也指出政府的 「五五制」是對合作社授予特權 ,違反國際貿易的慣

例 ,而政府賦予合作社的產地報驗權 ,也使得出口商無法直接與蕉農聯繫 。
Ⅲ

民國五十三年二月 ,「 五五制」的第二階段即將屆滿時 ,青果公會理事長

王諸回又指出 ,因生產團體對外銷香蕉的產銷調查無把握 ,往往使香蕉的實際

供應量與計畫數量脫軌甚遠 、日本進口商受制於 「五五制」 ,無法自由選擇發

貨人 ,使進口商無法控制香蕉品質 、交易條件 ,故 日商對 「五五制」皆不盡贊

同 :而對於第二階段政府對日商的進口分配額採取平均分配的方式 ,王諸回則

指出如此 「不但把我方青果出口商歷年來在日本市場的奮鬥和推廣宣傳拓展外

銷之成績一筆抹消 ,且無形將旅日僑商對台蕉經營之信念予以削弱」 。因此 ,

王諸回主張撤銷 「五五制」 ,改採 「自由輸出」的方式 ,即我方的任何出口商

lB.台
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全強理監事 ,〈 台瀚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為台蕉輸日問題敬向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行政院院長陳 、立法院院長黃 、監察院院長于 、司法院院長謝訴

願書〉 ,《聯合報》 ,民國兒年4月 9日 ,版 6。
iB’ 〈台蕉產銷如何處理?〉 ,《 中央日報9,民國犯年9月 9日 ,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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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產者團體均以平等的立場 ,任訂貨主選擇出貨主 ,生產者團體除負責從事

生產 、集貨 、運貨等工作外 ,也可參加為出口商 ,爭取信用狀 ,而我方則由台

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統一對外報價 。
期
由青果公會之前主張的 「產銷分工」

(青果公會負責輸出 ,生產者團體只從事生產相關事宜 )轉為主張 「自由輸

出」 ,顯現出青果公會對於長期以來與合作社的輸出權之爭 ,至此已有些許讓

步的意味 。

青果公會也曾向立法院請願 ,王諸回並向立委指出 ,若改為產銷一元化 ,

也只是少數人獲利而已 ,若真要改成 「一元化」 ,也應是統一由青果公會輸

出 ,合作社負責生產就好 。
儭

出口商對 「五五制」的不滿除了表現在與合作社各方面的競爭外 ,亦曾有

實際的報復行動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 ,中部蕉園發生內銷商與合作社搶購香蕉

的情形 。內銷商人三日一抬售價 ,以 「據點突擊」的方式 ,趨車洽著公路線不

分等級的收購九成半熟 ,重量十足的香蕉 ,蕉價曾高至每百公斤新台幣四百廿

元 ,而且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相較於蕉農若把香蕉賣給合作社 ,需把七成半

熟 (外銷熟度 ),重量不足的香蕉割下 ,辛苦的搬運到最近也達一公里遠的集

貨場 ,鑑等分級後 ,每百公斤才值新台幣三百〺九至三百五十九元 ,且拿到的

是最快兩週才能兌現的期票 。因此 :蕉農紛紛將香蕉售予內銷商 ,使中部的外

銷蕉缺貨達七萬簍以上 。而這些內銷商在資本上的 「後台老闆」 ,便是出口

商 。
曲

二 、合作社方面

對合作社而言 ,「 五五制」是其推動 「產銷一元化」運動的一大鼓舞 ,雖

未達初衷 ,但較之原本只掌握不到一成的輸出量 ,仍是很大的進步 。因此 ,

「五五制」對合作社與蕉農而言 ,都是政府的德政與恩惠 。
Ⅲ
但合作社並未以

lBB <聯
合報》 ,民國免 年 2月 3日 ,版

5。
lB’ 〈立法院經濟 、財政兩委員會審查有關香蕉問題請願案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 〉 (民國 ” 年 1

月 6日 ),《 立法院公報),9-9,民國 9年 2月 7日 ,頁 男5、 邱9。

1’U韓
務本 ,〈 香蕉問題面面觀〉 ,《 中央日報》 ,民國 兒 年 8月 3U日 ,版 5。

呦
林純美編著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lM.上 “ 、吳允中 ,〈 蕉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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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滿足 ,以 「產銷一元化」為目標的各種行動皆積極而持繽的進行 。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 ,「 五五制」的第一階段結束後 ,青果公會在報上發表

「產銷分工」等主張時 ,合作社也同時發表看法 ,強調 「五五制」不但使蕉農

的直接收益 、間接收益 (即聯合社的盈餘 )均大增 ,提高增產的興趣 ,更因對

產銷秩序安排的妥善 ,而使日本的蕉價穩定 ,以致受到日本進口業者的一致歡

迎 。因此 ,合作社希望政府能再提高生產者團體的出口比率 ,使其趨向產銷一

元化 ,同時也主張台蕉在日的銷售 ,應與接近消費者的對象加強聯繫 ,使銷售

有堅強的基礎 。
嫂

另外 ,合作社除每每透過社員代表大會等活動 ,發表期盼政府早日實施

「產銷一元化」的主張外 ,朋也常直接向民意機關 ,甚至政府主管當局請願 。

例如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下旬 ,外貿會主委徐柏園南下參觀高雄社時 ,高雄社理

事主席吳振瑞便為此不惜下跪 ,懇求徐柏園推動
「
產銷一元化」 。

u;而
吳振

瑞也曾參與外貿會香蕉輔導小組的會議 ,直接表達意見 。他認為我方應保證 日

本進口秩序之安定 ,才能使日本政府安心恢復自由化 ,而欲使日本政府安心 ,

唯有實施自產自銷的政策 ,建立出口窗口之一元化 。
碼
又如省議會的 「台蕉外

銷問題專案研究小組」至台中社參觀時 ,台中社也趁機表達促請實施產銷一元

化的主張 。坤而合作社也曾向立法院請願 ,吳振瑞並向立委表示 ,若將 「五五

制」改為 「產銷一元化」 ,合作社願彌補商人的損失 :奉送其既得利益 ,以每

簍七元計算 ;每年約四百餘萬 。
m,

錚 〉 ,《 中央日報》 ,民國 兒年 6月 9日 ,版 ∫。
晚 〈台蕉產銷如何處理 ?〉 ,《 中央日報》 ,民國 兒年 9月 9日 ,版 5。

呦 〈青聯社五五年常年社員代表大會圓滿結束.慇盼政府早日實施香蕉產銷一元化 〉 ,《 果區合

作》 ,31,民 國 %年 1月 5日 ,頁 2、 《台灣新聞報》 ,民國 58年 1月 31日 ,版 5.
印

林純美編著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9-lm。

啷
吳振瑞 ,〈 確保台蕉日本市場意見書 〉 ,《果展合作》 ,99,民國 9年 4月 l1日 ,頁 2。 本

文為吳振瑞在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第一百次委員會所提出對當時台蕉之 日本市場的看

法 。
1’. 

《台瀚新聞報》 ,民國 58年 3月 1日 ,版 5.
所 〈立法院經濟 、財政兩委員會審查有關香蕉問題請願案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 〉 (民國 Ⅳ 年 l

月 6日 ),《立法院公報》 ,田-9,民國 9年 2月 7日 ,頁 “4一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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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合作社的積極推動 ,「 產銷一元化」的主張得到了許多認同 。例如省

政府合作事業管理處處長尹樹生便表示產銷一元化是世界各國經濟進步的趨

勢 ,在我國亦有其必要 ;朋另外 ,此主張亦受到部分民意代表的支持 ;曲而屏東

縣議會也曾向省議會請願 ,支持 「產銷一元化」。
貀

合作社為推動 「產銷┬元化」 ,不只在外尋求援助 ,亦有自身的準備工

作 。例如民國五十八年一月 ,聯合社與高雄社的社員代表大會 ,均通過收回十

數年來一直委託商人辦理的報關業務之議案 ,以表示對產銷一元化已有相當準

備 ,一旦政府付諸實施 ,便不致手忙腳亂 。
知

三 、「五五制」的實際執行情況

Γ五五制」實行之初 ,產銷雙方均能遵守 「若任一方所接到的信用狀超出

其應得之配額時 ,應即轉讓給其他不足之出口單位」的規定 ,互相轉讓超出的

信用狀 ,以維持五 、五的比率 。但自民國五十五年起 ,合作社便多次指責青果

公會打破五 、五的比率 ,並表示生產者團體每次在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要

求其轉讓 ,均未蒙採納 。
狸
民國五十六年 ,青果公會又超出四十三萬簍不肯讓

出 ,與合作社爭執不下 ,經外貿會協調 ,青果公會才決定將出口利潤還給合作

1’B 
《聯合報》 ,民國 “年 2月 3日 ,版 5.

1’
g如

立委何景寮 、省議員陳慶春 、余陳月瑛 、陳新發等 ;〈 立法委員何景寮極力主張排除中間

剝削利益歸於農民 〉 ,《果皮合作》 ,們 ,民國 %年 3月 9日 ,頁 2、 台瀚省議會秘書處編

印 ,(台灣省議會第三屆第十次大會專輯)(一 ),頁 3兒 、台灣省議會秘書處編印 ,《 台

灣省議會第四屆第
一

次大會專輯》 (三 ),頁 316b、 台海省議會秘書處編印 ,(台泔省議會

第四屆第一次大會專輯》 (四 ),頁 3“6、 竻%。
幼

台灣省議會秘書處編印 ,《台灣省議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專輯》 (一 ),頁 393。
加 《台灣新聞報》 ,民國 兒 年 1月 12日 ,版 5。

幼 〈五五出口制度被膏果公會唾棄 〉 ,<果農合作》 ,5,民國 “ 年 7月 14日 ,頁 l、 〈殷盼

產銷團體履行五五比率.聯委會應速辦妥 VC轉讓〉 ,《 果農合作》 ,η ,民國 “ 年 lU月 ∞

日 ,頁 l;該年合作社出口平均數重百分比為百分之〺七點二四 ,省農會為百分之四點四

七 ,青果公會為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八 ,榮產中心為百分之一點零一 。青果公會的輸出比率以

十月最高 ,達百分之六十二點五五 ,以四月最低 ,為百分之四十九點三八 ,這也是青果公會

唯一一個月未達 「五五制」的配額 。反觀合作社則未有一個月達 「五五制」的配額 ,其中以

四月最高 ,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一三 ,十月最低 ,為百分之〺點七五 。由 〈民國 “ 年台蕉輸日

團體別 LrC出 口數量統計表 〉計算而得 ,《 果農合作》 ,釘 ,民國 拍年 2月 16日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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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但合作社不肯接受 ,青果公會只好從之後的配額中扣除 。
狒

民國六十年 ,因政府實行 「產銷一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日 本香蕉輸入

組合有意和生產團體多攀關係 ,開給合作社的信用狀因此漸漸偏多 。六月 ,在

東京所舉行的中日香蕉貿易會議中 ,青果公會便要求輸入組合在開發六 、七月

份的信用狀時 ,要注意數量的平衡 。合作社代表聞言 ,立刻提出抗議 ,認為青

果公會應尊重輸入組合之意 ,並指責青果公會以往一直要求廢除 「五五制」 ,

為何現在又要求維持五 、五的比率 。雙方爭吵不休 ,幾乎大打出手 。最後經其

他代表從中斡旋 ,勸告雙方家醜不可外揚 ,才勉強停止紛爭 。
秘
對此 ,國際貿

易局也下令產銷團體立即清查歷年所分得的信用狀數額 ,若有超出 ,即應讓

出 ,否則將停止該團體出口 。
細

由此可見 ,早期以青果公會所獲的出口配額偏多 ,晚期則以合作社所獲的

配額偏多 .而不論那一方獲得優勢 ,皆不願放棄既得利益 ●而任意打破均勢之

局 。

四 、政府與蕉農的立場

「五五制」既是政府為解決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紛爭所設計的 「妥協一制

衡」的架構 ,在此架構的穩定有助於為國家爭取巨額外匯 ,及青果公會與合作

社雙方均對國家建設與勞軍極有貢獻的情形下 ,獨政府當然不願此架構被輕易

打破 ,而極力維持此架構的平衡 。因此歷屆中日香蕉貿易會議 ,日 方曾一再要

朋
<聯合報》 ,民國ω年6月 ∞ 日 ,版 5。

朋
<聯合報》 ,民國●U年 6月 ∞ 日 ,版 5。

那 《聯合報》 ,民國ω年6月 η 日 ,版 5.
姊

膏果公會曾多次勞軍捐款及捐嗽軍眷住宅 ,聯合社 、高雄社 、台中社亦曾捐款協助建造國父

紀念館 .參考台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全體理監事 ,〈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為台蕉

輸日問題敬向台泗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行政院院長陳.立法院院長黃.監察院院長于.司法院

院長謝訴願書〉 ,《聯合報>,民國 52年 4月 9日 ,版 5、 台灣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

〈為擁護蕉良利益揭發青果合作中間剝削事實真象緊急啟事〉 ,《聯合報》 ,民國 兒 年 3月

28日 ,版 5、 台海區青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瀚香蕉貿易》 ,「 青果公會勞軍捐獻實績」

部分 、台泗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十五週年誌》 (台北市 :台瀚

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民國八十年 ,初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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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方恢復 「嘜頭制」 (ShippingMark),我 方雖有若干出口商認為化費過大

而予以反對 ,亦有部分出口商堅決贊成 。但政府皆恐這是青果公會藉此打破

「五五制」的陰謀 ,便將此計畫予以 「留中」 。
姏
而面對雙方的紛爭 ,例如上

述輸出配額的爭議 ,政府也屢次扮演仲裁者與協調者 。

至於蕉農 ,雖然肯定五五制對其生活的改善 ,但只要政府能保障其利益 ,

他們對國內各青果團體的外銷比率倒是不太在乎 ,他們重視的是自己的收益 ,

而非那個團體去辦理香蕉的採運 。因此 ,他們甚至贊成開放產地 ,使青果公會

也能和聯合社一起至產地集貨 ,以便在雙方公平競爭的情形下 ,蕉價得以合理

的提高 ,蕉農的收益也可增多 。
朋

丙 、台 日的 蕉 貿 網 絡

一 、雙方蕉界人士頻繁的往來

「五五制」後 ,台蕉輸日大增 ,雙方的蕉界人士往來密切 ,絡繹於途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成立後 ,並於台北設立 「台北駐在員事務所」 。
貀
除民國五十

五年後成為定制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的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外 ,各種關於蕉貿的

協商與座談會亦經常召開 ,日 本的香蕉進口商與加工團體更直接與台灣產地保

持密切聯繫 ,經常赴台中與高雄蕉園參訪 ,以瞭解生產狀況 ,做為決定進口數

量的參考 。
知
若台灣受風災侵襲 ,日 方亦賦予高度關心 ,有時更會捐贈慰問

金 .知而台灣方面也常派遣人員赴日考察 ,刉犒 雄社理事主席兼聯合社總經理的

豜 〈駐日大使館交經濟部面電 〉 (原檔案並無檔案名 ,此為作者另加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〺

一日),<李 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U2-∞ 。
’UB 

〈蕉農的心聲 〉 ,《 中央日報》 ,民國 兒 年 5月 9日 ,版 5.
2D’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時的所長為田部岳雄 ,他對台灣蕉業頗為關切 ,並曾於聯合社廿週年紀念

慶典上提出諸多意見與建議 。田部岳雄 ,〈 對台泗香蕉產銷之意見 〉 ,《果農合作》 ,“ ,

民國 %年 8月 1U日 ,頁 l。

’1U例
如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日 本關西地區營運委員會考察團赴高雄地區蕉園參觀返日後

提出利於台蕉的報告 ,使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做出減進中南美蕉的決定 ,<台灣新聞報》 ,民

國 58年 2月 田 日 ,版 5。

加
例如民國五十五年 ,高雄地區因裘迪颱風而損失慘重 ,中國駐日大使館經濟參事處便收到日

本蕉界人士的義捐金四十四件 ,共三百三十七萬八千日圓 ,並指定交贈高雄社 。高雄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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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瑞更是每年約有近一半的時間逗留在日本 。
加
除此之外 ,臺 、日雙方在中

日香蕉貿易會議成為定制前 ,曾設有 「中日香蕉貿易協議會」做為意見交換機

構 ,亦常聯手向政府提出建議 ,以改善蕉貿環境 。
犯

日方蕉界人士除與我方產銷團體保持密切往來外 ,與我方政府的溝通管道

亦極順暢 。他們常利用訪台時拜會我方蕉貿主管當局 ,如外貿會 、國際貿易局

等有關單位 ,邪或與政府官員餐宴 ,加亦常向其致送關於台日蕉貿的建議書 。γ

主席吳振瑞當時正在日本 ,立即聲明感謝 ,並決定將該款用於有利於捐贈者的用途上 ,即在

各產地檢驗場建造清洗香蕉之水塔 ,以期能夠輸出清潔的香蕉 .〈 日本捐贈裘迪颱風慰問金 .

高雄社將利用該款建設檢驗場水塔〉,(青果通訊》 ,14,民 國 “年 9月 15日 ,頁 3.4;民

國五十八年艾爾西 、美勞西兩次風災後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和兩東現場委員會亦馬上指派其

業務部長小林及副委員長二宮等五人來台 ,前往台中及高屏地區實際考察災情 ,以調整香蕉

的供應量 ,日 華青果物貿易協會及日本香蕉輸入組合亦分別捐贈慰問金新台幣十二高八千四

百〺七元與二百萬元 ,合作社將其轉交風災復興專案小組處理 。《中央日報》 ,民國 58年 1U

月 1U日 ,版 17、 台海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十週年誌》 ,頁 芻一留 。
21’

例如民國五十四年 ,聯合社理事 、高雄社副理兼總務部主任蔡坤山曾赴日考察三個月 ,蔡坤

山 ,〈 台蕉在日本市場應加強宣傳工作〉 ,《 果農合作》 ,SU,民 國 %年 l1月 3U日 ,頁 l-

2;民國五十六年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也曾建議我方派產地幹部赴日研習 ,〈 日本香蕉輸入組

合建議我國派產地幹部赴日研習〉 ,《果農合作》 ,η ,民國筘年 1U月 12日 ,頁 2.
邪

費政吉 ,〈 吳振瑞發跡史〉 ,《 聯合報》 ,民國58年 3月 l1日 ,版 3。

21.例
如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成為定制前 ,垂 、日雙方蕉界人士曾舉行 「中日香蕉貿易業界懇談

會」 ,在決議中曾以雙方全體貿易業者的名義分別致電日本首相左藤榮作 、木藏大臣田中角

榮 、農林大臣赤誠宗德 、通產大臣櫻內幾雄 、眾議院議長船田中 、參議院議長重宗雄三 、眾

議院大藏委員會委員長吉田重延 :參議院末藏委員會委員長松村久義和自由民主無幹事長三

木武夫等人 ,要求日本政府將百分之七十的香蕉進口兩稅降低為百分之五十 。此懇談會並通

過 「中日香蕉貿易協議會規程」 ,據此成立 「中日香蕉貿易協議會」以做為雙方之意見交換

機構 。協議會並設立減低進口關稅專門委員會 、配船計畫委員會 、包裝改善專門委員會 、腐

爛處理專門委員會 。日本政府後來決定以逐年降低百分之五的方式降低香蕉進口曲稅 ,民國

五十六年降為百分之六十五 ,民國五十八年再降為百分之六十 .《 中央日報》 ,民國 弘 年 l

月 17日 ,版 5、 《徵信新聞).民國 “ 年 3月 23日 ,版 5、 吳恪元 ,〈 中南美蕉興台蕉在

日本市場消長的研究〉,頁 ” 。

叩 國際貿易局自民國五十八年一月一日成立 ,並主管香蕉外銷業務 。之前的主管單位為外貿

會 。
叩 例如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廿二日 ,日 本東海地區香蕉加工商共一百一十三人抵台 :便曾拜會有

關政府機關 ,《台灣新聞報》 ,民國58年 1月 ” 日 ,版 5:一月廿七日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

理事長檤口顯嗣 、副理事長橫矢三郎 、事務局長小林福積專程來台訪問新成立的國際貿易局

主管香蕉部門之官員 ,交換輸日香蕉業務相關意見 ,並向卸任的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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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口商的網絡一日本香蕉輸入組合中的華商

日本當局雖為消除華商壟斷台蕉市場及收取 「回扣金」等現象 ,欲重整台

蕉的輸入結構 ,而促成了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成立 ,但因華商亦紛紛加入 ,且

輸入組合是依據自由化初期的實績分配輸入量 ,故華商在輸入組合內的勢力仍

然不弱 。

省議員黃占岸曾列舉當時台灣出口商中十家大戶在日設立聯號的情形如

下 :知

1.建隆系統 (陳查某 、陳建忠父子 )在日設有建臺株式會社 。

2.信義系統 (王諸回 )在 日設有信義株式會社 。

3.信成系統 (陳清城 、黃萬益 )在 日設有信成株式會社 。

4.新興系統 (曾少基 、韓尚勇)在日設有新興株式會社 。

5.大一系統 (陳杏村 、謝哲信母子 )在日設有丸大株式會社 、福光株式會社 。

6.萬光系統 (王禮義 、沈水木 )在日設有萬光株式會社 、百興株式會社 。

7.新華泰 (陳重宗 )在日設有台灣青果聯合株式會社 。

員致意 ,感謝以往的協助 ,返 日前並謁見經濟部長李國鼎 ,提供諸多建議 ,《 台灣新聞

報》 ,民國 兒 年 1月 留 日 ,版 5、 1月 31日 ,版 5:三月一日 ,來台考察的日華青果物貿易

協會考察團拜會國際貿易局及各有關單位 ,《 台泗新聞報》 ,民國 jB年 3月 1日 ,版 5;五

月廿四日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副理事長並川義隆 、橫矢主郎 、常務理事上野一雄 、事務局長

小林福積拜會國際貿易局局長江彝定 ,五月廿六日中午並赴汪彝定之邀宴 ,《 自立晚報》 ,

民國 兒 年 6月 舛 日 ,版 5、 5月 %日 ,版 5.又 ,遇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在台舉行時 ,日 方代

表亦常會同列席會識的日本官員拜會我方政府官員 ,例如民國五十八年八月第十六次中日香

蕉貿易會議舉行前 ,將列席的日本駐華大使館經濟參事濃野滋 、通產省股長三保龍夫 、日方

首席代表梔口顯嗣便先拜會國際貿易局長江彝定晤談 ,《 自立晚報》 ,民國 58年 8月 6日 ,

版 3。

2I’

例如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底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常務理事高橋 、尾 、山崎來台 ,便向外貿會主

委徐柏園面呈輸入組合理事長槤口顯嗣所著的 〈改善中日香蕉貿易業務建議書 〉 ,並與徐柏

園面談種種改善問題 ,〈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理事長熥口顯兩向我方提出 「改善中日香蕉貿易

業務建議書」〉 ,《 青果通訊》 ,留 ,民國 “ 年 l1月 17日 ,頁 l:民國五十七年五月 ,台

蕉與中南美蕉在日本市場競爭激烈時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業務委員會委員長柴田勇適以柴田

產業株式會社社長的私人身份來台訪問 ,便以其個人意見向外貿會及聯合社致送保持台蕉在

日市場的建議書 ,柴田勇 ,〈 建議書〉 ,《 果農合作》 ,l餌 ,民國 9年 5月 16日 ,頁 l。

’ls林
英毅 ,〈 台蕉與中南美蕉競銷日本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比較研究〉 ,頁 ω-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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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際 (林錫池 、林錫連 )在 日設有國際株式會社 。

9.株式會社裕豐 (李塗 ‵張瑞祥 )在日設有裕豐株式會社 。

lU.德成發 (陳德成 、陳維謙父子 )在日設有東和株式會社 。

因輸入組合的成員不停變動 ,華商的數量亦一直未有精確的數據 。據中央

日報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的資料 ,輸入組合內的華商有五十六家 ,幾乎佔總家

數的三分之一 ;叩經濟日報於五十八年三月的資料 ,則顯示華商的數量佔輸入

組合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響至於華商的進口實績 ,日商曾於某次會議公

開表示 ,至少佔輸入組合總輸入額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田而吳恪元的統計則

較謹慎 ,他認為所謂 「華商」的定義值得商確 ,除確定為華人所開設 、主持

者 .毫無疑問外 ,有若干商號之名義雖為日人 ,但實權握於華人之手 ,如建臺

貿易 ;亦有取得日本籍的華商 ,如日新產業 ;匢另有華商寄身於日商中 ,如砂

田產業 ;留或在日商中握有暗股等情形 ,由此估計 ,「 華商」的實績應佔進口

配額的百分之〺五至百分之五十 ;幽鄧根實的統計則顯示輸入組合中 ,華商把

持的交易佔百分之廿八 ,白 人投資而由華商經營的 ,佔百分之十六 ,華商投資

而由日人經營的佔百分之十一 ,因此華商至少把握百分之五十的實績 。
豨
由上

述資料可見 ,華商在輸入組合中的數量 ,應佔三成以上 ,輸入實績至少有百分

之〺五 ,甚至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實力不弱 。

另外 ,華商中亦有擔任輸入組合之重要職務者 ,如功學社的謝敬志 、百興

貿易的黃木邑 、裕豐貿易的張瑞祥 、福光貿易的謝哲義 、三興商事的謝哲爵 、

信義貿易的林仁德 、東盛商行的李煌村 、砂田產業的謝哲信曾任輸入組合的理

’1’

《中央日報》 ,民國 兒年 lU月 lU日 ,版 17。

幼
《經濟日報》 ,民國 58年 3月 6日 ,版 5.

回 〈中日香蕉貿易會議休會經緯 〉 ,《青果通訊》 ,6,民國 “ 年 7月 21日 ,頁 2。

狸
民國五十六年四月時 ,代表者登記為柴田達雄 。參考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員名簿 〉 ,《果皮

合作》 ,ω ,民國 %年 7月 ∞ 日 ,頁 3。

羽
民國五十六年四月時 ,代表者登記為砂田勝次郎 。參考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員名簿 〉 ,《 果

農合作》 ,61,民 國 ∞ 年 7月 η 日 ,頁 8。

田
吳恪元 ,〈 中南美蕉與台蕉在日本市場消長的研究 〉 ,《 合作界》 ,S.2,民國 j9年 6月 3U

日 ,頁 巧 。
奶

鄧桹安 ,〈 台蕉的前途〉,《 中央日報》 ,民國58年 2月 舛日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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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萬光產業的沈水木則曾任理事與監事 。
鄉

面對華商在輸入組合中的力量 ,我駐日大使館經濟參事瞿荊洲肯定華僑對

促進國際貿易的貢獻 ,留但合作社則提出要適當的限制華商之配額的呼籲 ,並

表示如此才能使 日商對台蕉發生興趣 。
佛
合作社也常透過輿論批評華商 ,認為

華商為逞一己之私慾而勾結日商 ,常遲遲不開信用狀 ,並屢次在中日香蕉貿易

會議中提出降低蕉價與 「到貨計價」等種種要求 ,是見利忘義的行為 ,不但

「損及國家香蕉外銷政策 ,同時已超過他們做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限度

了」 。
國
而面對華商多為台灣出口商的聯號 ,合作社也常指責其在中日香蕉貿

易會議上雖代表賈方 ,但為求私利 ,實際上是站在買方的立場 ,使會議席上成

為 「日方三 ,我方一」的局面 ,並且將會前我方政府所指示的機宜隨時以西電

洩告日方 ,故每次開會 ,我方均居於挨打的地位 。合作社更指出五十六年七月

的中日香蕉貿易會議時 ,日 方提出 「到貨計價」而我方拒不接受時 ,日 方代表

曾說 :「今日出席的貴國代表中 ,若干人 (指出口商 )在日本開會時 ,也支持

『到貨計價』 ,你們的子女在日本也是進口商 ,與我們同一立場 ,今日為何不

表示意見呢 ?」 為例 ,指責台灣的出口商勾結日商 ,危害台蕉 。
翎
事實上 ,中

日香蕉貿易會議上的確常有有在日開設聯號的出口商人代表我方參加會議 ,甚

至與日方代表母子同台的局面 ,知故合作社雖未提出出口商與華商 、日商 「勾

結」 ,「 危害台蕉」之更具體的實證 ,但由雙方代表名單所透露出的信息 ,值

得玩味 ,無怪乎輿論曾嘲諷 「中日香蕉會議席上的討價還價 ,往往是自己人與

自己人所表演的雙簧」 .親

留

盜

勿

抑

” I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改選理監事 〉 ,《 青果通訊》 ,l-4,民國 筠 年 6月 16日 ,頁 2、 〈日

本香蕉輸入組合六月初改選理監事 〉 ,《 果皮合作》 ,1U6,民國 ” 年 5月 3U日 ,頁 4.

《中央日報》 ,民國 兒 年 lU月 lU日 ,版 17。

吳振瑞 ,〈 確保台蕉日本市場意見書〉 ,《 果良合作》 ,99,民國 9年 4月 11日 ,頁 2。

鄧根實 ,〈 台蕉的前途 〉 ,《 中央日報》 ,民國 兒 年 2月 留 日 ,版 3。

鄧根實 ,〈 台蕉的前途 〉 ,《 中央日報》 ,民國 58年 2月 舛 日 ,版 3。

例如陳杏村 、陳查某 、王諸回 、曾少基 、陳清城等人街有在日開設聯號 ,亦曾代表我方參加

會議 ;而陳杏村與謝哲信母子則多次同時代表台灣與日方出席會議 。參考 《青果通訊》 、

《果展合作》所附歷次中日香蕉貿易雙方代表名單 。

《自立晚報》 ,民國 58年 3月 %日 ,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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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社繼續拓展網絡

合作社為與青果公會競爭 ,一直積極的在日本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 ,連結

的對象主要是加工業者 (如全芭連)與市場業者 ,此點於前文已有所述 。而日

本開放香蕉貿易自由化後 ,合作社的觸角更擴及日本的進口商 ,並多次嘗試突

破日方的貿易限制 ,其中最積極的關鍵人物便是高雄社理事主席兼聯合社總經

理吳振瑞 。

據吳振瑞的回憶錄記載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 ,日 商柴田產業株式會社社長

柴田勇至台拜訪吳振瑞 ,尋求與吳的合作 ,並要求吳讓他成為日本的第一大香

蕉業者 。
拙政府開放由各輸出單位自由對外報價後 ,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明色本

欲將政府有另行規定的比率之外的數量全數報給全芭連及市場業者 ,經吳振瑞

的抗議 ,始抽出三分之一的數量報價給包括柴田產業株式會社在內的
「
對自由

化運動有幫忙及將來有所靠的各商社」。
用
民國五十三年二月 ,謝敏初繼任聯

合社理事主席 ,與吳振瑞的相處較融洽 ,合作社便在吳的影響下多量報價給柴

田產業 :綁對此 ,吳振瑞的說法是 「我與柴田產業之間已有實行讓柴田成為日

本第一業者之約束 ,履約乃是應該做的事」。

與柴田產業的連結 ,除拓展了合作社在日的銷售網絡外 ,亦有實質上的利

益 。例如合作社於東京赤阪的辦公大樓之建築費便是由柴田等日商捐贈 ,而他

們亦曾透過吳振瑞捐贈二千多萬元日幣給中國國民黨在日黨部做為鬥匪費用 。

綁
在吳振瑞的回憶錄中 ,常可見他和柴田勇喝茶談天 ,甚至兩人躺在料理店

內 ,臥於棉被之上談論蕉貿的情景 ,印可見兩人交情之深厚 。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上旬 ,四至六月共四百五十萬簍的輸日台蕉信用狀即將

裝運完畢 ,適逢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初成立的混亂狀態 ,台灣方面雖於六月中旬

便已將七至九月共一百五十萬簍的報價開出 ,但日本當局為形成自主的台蕉輸

入體制 ,並抵制台灣的報價制度 ,先於六月廿三日的通產省公報上否定台灣之

那
林純美 ,

邪
林純美 ,

’”
林純美 ,

貓
林純美 ,

’3’
林純美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152-l“ 。

,頁 155一 1%。

,頁 158-l” 。
,頁 15外 16U。

,頁 159、 1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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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制度 ,繼之於六月廿五日的公報再否定台灣方面七至九月一百五十萬簍的

報價 ,並宣布日方決定自行分配台蕉外匯 ,嗣後在六月廿八日的公報通知日本

業者提出自由化後兩年的實績以備審查 ,做為分配輸入比率的標準 。由於實績

的審查可能將費時一個月 ,且在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發起人會席上 ,有人主張將

七至九月的信用狀延至八月十日後再開出 ,用形成台蕉輸 日中斷的危機 。為

此 ,政府當局曾向日本大使館交涉 ,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也曾向中日香蕉貿易

協議會提出要求 ,但都未有結果 ,遂引起蕉農之間的恐慌 。
2m七

月五日 ,柴田

勇受吳振瑞之託來台 ,出示其關係企業大藏商事株式會社與輸入食品株事會社

向馬來西亞與泰國共計〺九萬七千簍的購蕉信用狀 ,表示此信用狀可合法的將

出貨地點改為台灣 。七月十二白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確定將我方的報價置之不

理 ,七月十三日 ,柴田勇便正式將上述信用狀開來台灣 。此信用狀於七月十四

日獲外貿會的認可 ,香蕉產銷輔導小組執行秘書譚玉佐也向柴田表示謝意 。但

此交易引起了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恐慌 ,立即決定將
一

百五十萬簍的信用狀開

到 ,並於三日內便將各成員的實績計算審核完成 。
抑

此事件引發了許多紛爭 ,如 日商對柴田產業的抵制 ,造成合作社對柴田勇

無法完全履約 ,及形成九月初的中日香蕉貿易協議會無限期休會的藉口 ,知但

不可否認 ,透過吳振瑞與柴田勇的關係而來的這批 「特案香蕉」 (又稱 「額外

香蕉」),確實挽救了當時台蕉輸日中斷的危機 ,若非如此 ,日 本香蕉輸入組

合的信用狀亦不可能如此迅速開來台灣 。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 ,正當台日雙方於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尚為 「到貨計價」

爭執不休時 ,聯合社與日本香蕉加工業批發團體聯合會及亞細亞農產物開發社

分別簽訂二百萬簍及七十至八十萬簍的買賣合約 ,企圖打破輸入組合對台蕉的

壟斷 。
狸
此合約雖經外貿會批准 ,但因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已被日本當局認可為

對外購買台蕉的唯一團體 ,因此又於九月所舉行的第四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形

用 〈特案香蕉輸日的風波 〉 ,《 徵信新聞》 ,民國 9年 lU月 IU日 ,版 5。

2J’ 〈特案香蕉輸日的風波 〉 ,《 徵信新聞》 ,民國 “ 年 lU月 l1日 ,版 8。

卸 〈特案香蕉輸日的風波 〉 ,《 徵信新聞》 ,民國 9年 lU月 11日 ,版 8。

′l 〈特案香蕉輸日的風波 〉 ,《 徵信新聞》 ,民國 M年 1U月 l1日 ,版 8。

犯
汪瀾 ,〈 阻礙香蕉貿易內情 (一 )〉 ,《 自立晚報》 .民國 ∞年 8月 lU日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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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紛爭 。而日本香蕉加工業批發團體聯合會及亞細亞農產物開發社為爭取進口

台蕉 ,也不斷向日本各有關單位陳情 ,並舉行公聽會抨擊日本香蕉輸入組合壟

斷獨佔日本市場 。
知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 ,高雄社與柴田產業株式會社簽訂一千萬簍買賈假合

同 ,言明事成之後 ,則將日商的輸入全部劃歸柴田產業支配 。因此一行為不僅

破壞我方現行制度 ,亦擾亂日方的輸入體系 ,故未准進行 。
印

由上述可知 ,合作社有多次欲突破日方的貿易限制 ,另建貿易體系的舉

動 ,此舉當然引起其競爭對手一青果公會的緊張與抵制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第

十一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後 ,在陳香村呈遞給已由外貿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召

集人調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蔣彥士之報告書中便指責吳振瑞等人不但私自活動 ,

以期促成其代理商制度之欲望 ,而故意抵制會議進行 ,導致休會 ,甚至以聯合

社和高雄社的名義向日本通產省及日方代表提交書面意見 ,誹謗華商 ,書面中

的要點為 :一 、在日華商擾亂日本香蕉輸入秩序 ;二 、華商阻礙日本香蕉自由

化 ;三 、減少華商之輸入配額始能促進自由化 。陳杏村並指出日本已有恢復自

由化制度的徵兆 ,但經我方 「部分代表」 (指合作社與吳振瑞 )的私自活動 ,

「似或動搖日本政府的原意亦未可知」。
那
此份報告書後由蔣彥士轉送經濟部

部長李國鼎閱覽 ,李國鼎之後曾向總統蔣介石報告台灣香蕉的日本市場被少數

人把持 ,因而引爆五十八年三月發動一時的 「香蕉案」 。
那
此案的真正原因眾

說紛紜 ,此處不擬深究 。但此份報告書是否加深了李國鼎心中 「台灣香蕉的日

本市場被少數人把持」的印象 ,便值得再思考 。

除了積極在日拓展銷售網絡外 ,合作社亦不忘與台灣方面各政府相關主管

2.D靜
安 ,〈 香蕉貿易會新議題〉 ,<自 立晚報》 ,民國“年 9月 13日 ,版 3。

’..陳
杏村 ,〈 第十一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報告書〉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廿三日),<李國鼎檔

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田∞-η 。
那

陳杏村 ,〈 第十一次中日香蕉貿易會議報告書〉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廿三日),《李國鼎檔

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B302-” 。
那

林純美 ,《 香蕉王國興亡史一吳振瑞悲情二十年》 ,頁 63。 所謂 「香蕉案」 ,是指高雄社被

指控向政府官員賄賂及剝削蕉農 ,此案使得高雄社理事主席吳振瑞及多位高級幹部被捕入

嶽 ,多位主管蕉貿的政府官員受到牽連 ,徐柏囡亦因 「用人不當」的理由被免職下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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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連結 ,此點亦是以吳振瑞所主持的高雄社最為積極 。民國五十六年十二

月 ,高雄社慶祝廿週年社慶時 ,特別製作刻有合作社三大輸出品一香蕉 、鳳

梨 、柑桔的金杯 、金碗等物品 ,分送給政府對促成 「五五制」的 「有功人員」

以表謝意 。
卻
此舉動後來成為香蕉案的導火線 。筆者於此處所關注的 ,並非此

舉動所涉及賄賂或剝削蕉農的層面 ,而是高雄社延伸其勢力的積極一這批刻有

香蕉的金器送至各機關 ,也象徵著高雄社的蕉貿網絡延伸至各機關 。

另外 ,民國六十一年 ,政府當局鑑於香蕉外銷危機日重 ,曾積極著設香蕉

公司 ,欲將香蕉輸出改為公營 6但因當時的省府主席謝東閔向政府提出 「青果

運銷合作社組織革新方案」 ,藉改革健全合作社為條件 ,爭取合作社百分之百

自行出口的權利 ,獲得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的同意 ,令飭照辦 ,才有後來的
「
產

銷一元化」的實行 。
獨
謝東閔為聯合社理事主席謝敏初的兄長 ,「 產銷一元

化」得以實行 ,與此應不無關聯 。

伍 、結 論

國府遷台後 ,台灣的香蕉輸出本以大陸為主 ,大陸淪陷後 ,日 本才躍昇為

主要輸出市場 ,兩個主要的輸出組織便是代表蕉農的青果運銷合作社與香蕉出

口商所組成的青果公會 ,而戰後台日蕉貿的發展史也可說是此二單位的角力

史 ,雙方的紛爭延續至民國六十三年 ,臺灣正式實行香蕉產銷一元化後才落

幕 。其中,以合作社較早成立 。陳慈玉的研究指出戰後臺灣青果合作社的模式

乃是承襲日據時期而來 ,並加以擴充發揮 ,加本文則顯示光復前後臺灣的蕉界

在人脈上也有一定的延續性 ,青果合作社能順利成立 ,原 日治時期青果界的領

導菁英扮演極重之角色 。由此皆可看出歷史的延續性並不因政權之轉移而變

更 ,即社會組織 、產業領導菁英的強韌性常在某種程度上超越國家 。

戰後至民國五十一年以前的台日蕉貿恰如陳慈玉在 <台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 《聯合報》 ,民國 58年 3月 l1日 ,版 3.
’.g台

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 ,《 台瀚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十五週年誌),頁 7。

加
陳慈玉 ,〈 臺瀚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九七二 )〉 ,頁 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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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青果公會與青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心 137

(一九一二一一九七二 )>中所言 ,為 「出口商獨霸時期 」 ,用青果公會的部

分成員透過與在 日華商的連結 ,建立穩固的輸出入網絡 ,壟斷約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輸日香蕉 。合作社在輸出成績上 ,一直無法與青果公會競爭 ,但其在日拓

展貿易網絡 、在台推行 「產銷一元化」運動的努力一直未曾中斷 。合作社與青

果公會常因輸出權力的競爭而爭執 ,但遇有共同利益受損時 ,曾合作爭取權

益 ,亦有出於政府的輔導而成立的合作組織 ,臺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便是一

例 。在此時期 ,處於弱勢的合作社以蕉農的利益做為訴求 ,常能得到政府的法

令保障,如 「二五、七五」的比例便是一例 。但從即使如此 ,合作社也未能爭

取較多的輸出 ,及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的未達初衷 ,都凸顯了此時期出口

商的強勢 。而除了合作社外 ,青果公會的領導者 、在日華商與政府間 ,亦都保

持密切的關係 。

民國五十一年 ,因應日本即將實施香蕉貿易自由化 :在日華商與日商為求

台蕉供銷穩定 ,而對台灣當局提出長期合約之議 ,此議受到外貿會接納 ,因而

引起各團體激烈的競爭 。其中台灣的出口商分為兩大派 ,透過華商 (即其在日

聯號 )與日商連結 。而合作社亦不甘示弱 ,未經政府同意 ,便率先與日商簽訂

了長期契約 。此時 ,台商雖有派系之分 ,但面對合作社卻立場一致 ,對其不遺

餘力地加以打壓 。政府此時的立場主要有二 ,一為為鞏固台蕉的進出口體系 ,

免於與中南美蕉競銷 ,對 日商抱持 「雨露均霑」的態度 ,希望能藉長期契約網

羅所有的日商 ;二為保障在日的華商 。此兩點顯示出陳啟清與陳查某在報上對

政府的建議或多或少具有影響力 ,但長期契約終因日本各輸入團體的紛爭而無

限期延宕 。另外 ,合作社也充分利用此時機 ,加速推動行之有年的 「產銷一元

化」運動 ,希望能達到自產自銷的目標 ,並利用本身的人脈與以蕉農的利益作

為訴求 ,得到省府及省議會的支持 。青果公會則堅持 「產銷分工」 ,毫不退

讓 。雙方甚至在報上刊登啟事 ,互相攻訐 。最後 ,政府為求妥協產銷雙方的利

掬
陳慈玉的 「出口商獨霜時期」指的是民國四十年至五

一

二年 ,民國〺五年至〺九年則為 「自

由放任時期」。後者的輸出因日本受盟軍掌控 ,一直不多 。因此筆者本節雖涵蓋民國〺四年

至五十一年 ,「 出口商獨屑」的特徵仍十分明顯 。陳慈玉 ,<台灣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

二——九七二)>,頁 硱U-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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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不得不傾向各分配其百分之五十出口權利的方法 。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 ,日 本實施蕉貿自由化後 ,臺灣隨之頒佈 「五五制」 ,

前二期由中信局統一報價 ,並分配日商的進口比率 ,其中並給予華商百分之廿

的保障 。第三期開始則由產銷雙方按各半的出口比率自由選擇報價對象 ,因華

商仍有百分之廿的保障 ,再加上青果公會方面多報價給其在日聯號 ,使華商得

以掌握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台蕉進口實績 ,扭轉之前華商向日方付 「回扣金」

的情形 ,而使日商得向華商支付 「回扣金」以爭取輸入 ,導致了日本輸入市場

的混亂 ,終使日本政府將台蕉的輸入市場加以整頓 ,促成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

成立 ,形成有差別的輸入制度 ,而使台日蕉貿由 「賣方市場」演變為 「買方市

場」 ,此情形一直持續到民國六十年八月一日 ,日 本才解除對台蕉的所有限

制 。而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的成立 ,亦暗藏了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角力 。另外 ,

「五五制」的實施也使農民收益 、香蕉栽培面積 、產量 、輸出量均大增 ,社會

輿論因此將此政策類比於過去的 「三七五減租」與 「耕者有其田」 。

「五五制」雖可說是國家在爭取外匯與維護蕉農利益的目標下 ,為平息青

果公會與合作社的紛爭 ,所設計出的 「妥協一制衡」的架構 ,但其頒佈後 ,青

果公會與合作社在輸出權方面的紛爭仍是不斷 .合作社持緀推行 「產銷一元

化」 ,青果公會除繼續呼喊 「產銷分工」 ,也曾喊出具有讓步與妥協意味的

「自由輸出」口號 。除此之外 ,出口商亦曾挾大量資本對合作社進行報復 ,至

產地收購內銷蕉 ,使台中社的外銷蕉缺貨 。另外 ,「 五五制」亦並非
一

直能確

實執行 。早期以青果公會所獲配額偏多 ,晚期則以合作社偏多 ●而不論那一方

佔優勢 ,皆不願放棄既得利益 ,而任意打破均勢之局 。對此局面 ,為求此 「妥

協一制衡」架構的平衡與穩定 ,政府屢次扮演仲裁者與協調者的角色 ;至於蕉

農 ,只要己身利益能獲保障 ,並不在乎各青果團體的輸出比率 ,甚至贊成青果

公會能至產地與合作社競爭 ,以提高蕉價 。

自由化與 「五五制」後 ,台 日蕉貿大盛 ,雙方蕉界人士往來密切 ,絡繹於

途 ,各種座談會經常召開 ,日 商亦與臺灣產地 ,甚至政府官員皆保持密切聯

繫 。在此階段 ,臺灣的出口商與華商的連結仍然穩固 ,華商在日本香蕉輸日組

合中勢力亦不弱 ,至少佔有百分之〺以上的數量 ,百方之〺五以上的輸入寶



我後台灣與日本的香蕉貿易網絡(民國田.U2年

一

以青果公會與音果運銷合作社的競爭為中吋 l3g

績 ,有部分華商更擔任組合中的重要職務 。對此 ,合作社常指責出口商勾結華

商 、日商 ,媒體亦曾嘲諷 「中日香蕉會議席上的討價還價 ,往往是自己人與自

己人表演的雙簧」。

為進一步拓展在日銷售網絡 ,合作社屢次不顧法令 ,欲突破日方的貿易限

制 。而吳振瑞與柴田勇的連結 ,不但帶給合作社貴質的利益 ,更曾挽救台蕉輸

日中斷的危機 。除與 日方的連結外 ,合作社亦不忘建立與政府有關單位的關

係 ,當高雄社以廿週年紀念為名 ,將刻有香蕉的金杯 、金碗送入各機關時 ,也

象徵著高雄社的蕉貿網絡延伸至各機關 。而與產銷一元化的實施有重大關係的

省主席謝東閔與聯合社理事主席謝敏初的兄弟關係 ,也值得注意 。

陳慈玉的研究指出 ,光復後臺灣香蕉產銷結構的型態是由官方主導 ,民間

有力人士配合 ,幼但本文則顯示出 ,無論青果公會或合作社 ,與政府都有極暢

通的溝通管道 ,亦皆有極高的主動性 ,積極的爭取自己的權益 。政府的政策 ,

如對台蕉輸出最重要的制度一 「五五制」 ,有許多成分是為解決青果公會或合

作社的紛爭所設計的一種妥協 、制衡的架構 ,而政府的角色 ,許多時候亦是扮

演二者間的仲裁者與協調者 ,是被動的 。尤其 「臺灣出口商一日本華商」的連

結方式 ,與合作社多次嘗試突破日方貿易限制的種種舉動 ,都顯示出民間貿易

力量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趙祐志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臺灣新興的商人階層和農

業有密切關聯 ,矽當時在性質為農民團體的各州青果組合中的領導人物 ,亦常

同時兼任商工會的重要幹部 ;邸林滿紅的研究更清楚的指出 ,白 本治台後 ,台

日關係強化了臺灣的農業與草根發展 ;四而由本文則可看出 ,戰後的台日蕉貿

也促使合作社快速成長 ,蕉農出身的合作社領導人物為拓展台日蕉貿及與青果

公會中擁有大量資本的出口商競爭 ,所表現出的商業手腕甚至較出口商更靈

活 ,在日本蕉貿自由化前夕 ;出口商與日商連結 ,尋求政府的認同以簽訂長期

加
陳慈玉 ,〈 生活香蕉的產銷結構 (一九一二

——九七二 )〉 ,頁 η9.
幼

趙祐志 ,《 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 (台北 :稻鄉出版社 ,民國 S9年 6月 ,初版),結

論部分 。
幼

趙祐志 ,《 日據時期盔泗商工會的發展》 ,頁 們2、 研U、 “l。

取
林滿紅 ,〈 四百年來的台日經貿關係〉 ,「 日本與東亞經濟關係的歷史性回顧」學術研討會

論文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主辦 ,民國88年 5月 4日 ,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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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時 ,聯合社已先斬後奏 ,率先與日商簽訂長期契約 ,及吳振瑞與柴田勇利

用馬來西亞與泰國的購蕉信用狀挽救臺蕉的輸日危機等 ,都是很好的例子 。

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競爭 、攻訐自戰後數十年來未曾停歇 ,雙方的領導人

物除於公為事業競爭外 ,於私可有私人的交情 ,也一直是筆者關注的焦點 ,但

一直未有充足的資料可資考據 。值得注意的是 ,陳查某於民國八十七年元月下

葬時 ,八十九歲的謝敏初以死者生前老友的身份擔任治喪委員會的副主任委

員 。
崩
陳查某與謝敏初於民國五○年代分別為青果公會與合作社的重要領導人

物 ,可見兩團體即使競爭激烈 ,其領導人物仍可能有私交往來 。

本文在架構上的主要缺失 ,是未述及民國五十六年以後 ,中南美蕉大量輸

日對台蕉所帶來的衝擊 。在其衝擊下 ,我方政府 、青果公會 、在日華商 、日商

等所持的態度與採取的因應之道 ,當是應再深入的課題 。

那 《中國時報》 ,民國 跖年 12月 ” 日 ,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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