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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緣起 

如果仔細翻閱日治時代以及戰後初期有關臺灣糖業的書報雜誌，不難發現

有個議題貫穿了製糖會社、蔗農和政府之間，那就是米糖競爭的問題，也就是糖

業資本家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 

如果再仔細翻閱有關日治時代殖民經濟史的篇章，會發現「米糖相剋」問

題事實上不僅止於糖業經營範疇內的問題，而是被學者作為說明日本殖民政策的

指標：矢內原忠雄認為日治時代的臺灣史可以說是以糖業為中心的帝國主義的發

展史，蓬萊米栽培成功後，日本人口的糧食問題卻成為臺灣糖業的勁敵，不過糖

業面臨的這個問題將因為嘉南大圳強制的三年輪作而「隨水流去」1；　照彥更

直接指出臺灣的「糖米相剋」問題意味著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相剋，而且是區別

臺灣與其他殖民地所不同的最大特色之一2；柯志明則認為從臺灣的「米糖相剋」

問題可以見證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和從屬3。由此可知，不能將日治時代

的「米糖相剋」問題侷限於米糖爭地或單純糖業經營的問題來看待，而必須將視

角擴大於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和臺灣總督府的互動之後，所落實於臺灣的施為。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米糖相剋」問題常被單純地作為米糖爭地的問題

予以討論，並且經常是因為糖業經營困難而被提出來，例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

員會農村經濟組就曾於民國四十一年提出研究計畫，最後由謝森中寫成《臺灣之

糖米競爭》一書，即純粹從農業經營的角度來探討「米糖相剋」問題；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亦曾就「同時維持米糖生產」的前提徵文，而於民國四十二年集合張

漢裕等多位學者的研究編寫成《臺灣米糖比價之研究》一書。這個時期，除了劉

進慶外4，反而很少人從政府政策的角度來探討「米糖相剋」問題。 

基本上，臺灣的「米糖相剋」問題，無論是日治時代或戰後初期都是在政

府政策的大架構下所發生的，對日治政府而言，扶持臺灣糖業發展固然是一貫的

                                                 
1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　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 203、276-283。 
2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 90、100。 
3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頁 1-27。 
4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年），
頁 13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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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但培植內地種的蓬萊米以銷往日本供應糧食也很重要；對戰後初期的國民

政府而言，糖業被作為出口主力，藉以解決外匯短缺問題並以其出口利潤扶植島

內輕工業發展，然而為供養自大陸撤退來臺的大量軍民，作為糧食的稻米生產又

是迫切需要的5。 

當這些政策施行到製糖會社（或台糖公司）和農民時，對製糖會社（或台

糖公司）而言，如何勸使農民種蔗而不種米，以確保甘蔗原料的來源是一個傷腦

筋的問題；對農民而言，栽培哪一種作物比較有利才是生活上最重要的事。然而

在討論「米糖相剋」問題時，常被忽略的是有些地方的農民有條件可以選擇種植

較有利的作物，有些地方的農民則沒有選擇的餘地。 

因為政府政策會隨著時代趨勢以及國家內外局勢而調整，「米糖相剋」問題

在時間上就隨著一連串的事件，包括蓬萊米栽培成功、爪哇實生大莖種甘蔗的引

進、嘉南大圳的完工、戰時的國策、戰後的使命等而有不同的變貌，時勢的推移

對「米糖相剋」問題的影響，是大多數糖業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地方；至於當這些

政策施行時，會因為臺灣的地理環境複雜，南北氣候、水文條件不同、地形多樣，

而使「米糖相剋」問題在空間上呈現不同的變貌，卻是大多數的糖業研究者所不

曾注意到的地方。 

因此本文試圖探究，在國家政策下，當這些政策在地方上施行時，由於臺

灣區域差異的影響，使得「米糖相剋」問題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不同變貌的情形。 

                                                 
5 陳兆偉，《國民政府與臺灣糖業‧1945-1953》，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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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向來只要是研究日治時代和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文獻，大部分都離不開糖

業這個議題，所以跟糖業有關的研究非常多，幾乎涵蓋人文科學的各個學門，本

節先概述臺灣糖業的發展，以作為文獻討論的基礎；其次將和臺灣糖業發展有關

的主要研究作一粗淺的分類整理；最後再針對「米糖相剋」與「甘蔗買收」議題

作較深入的文獻回顧。 

第一項  臺灣糖業發展概述 

一、日治時代（1895-1945） 

臺灣的風土適合植蔗，向來即有硤蔗取糖的歷史傳統，明治二十八年（1895）

日本領有臺灣後6，或者為節省日本國內進口外糖的外匯支出7，或者為尋求臺灣

的財政獨立8，或者為日本國內的精糖業確保原料來源9，即決定移植現代製糖業

來臺灣，明治三十年（1897）民政局技師原熙即向總督乃木希典提出〈本島糖業

調查書〉，文中對當時臺灣糖業的沿革與現況、糖產地、製糖法、甘蔗品種與糖

價等均有巨細靡遺的描述10，明治三十一年兒玉源太郎出任總督，後藤新平出任

民政長官，就以振興產業為臺灣殖民政策的重心，更以獎勵糖業為振興產業的要

務，明治三十三年（1900）臺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工場由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今高

雄縣橋頭鄉設立，接著於明治三十四年聘新渡戶稻造博士為殖產局長，擬定〈糖

業改良意見書〉，對發展臺灣糖業各方面有著周詳的計劃，進而在明治三十五年

（1902）發布〈糖業獎勵規則〉，成立臨時臺灣糖務局為其執行機關，明治三十

八年再發布〈製糖場取締規則〉，規定原料採取區域制，自此臺灣人原有的舊式

                                                 
6 有學者認為日本之所以在馬關條約中要求割讓臺灣，除了政治、軍事動機外，經濟動機也不容
小覬，其中又以蔗糖為最。見梁華璜，〈日本併吞臺灣的醞釀及其動機〉，《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第 1號，1974年，頁 144-146。此亦即說明日本在尚未領有臺灣之前，早已覬覦臺灣的糖產。 
7 林崇仁、楊三和，〈臺灣糖業的發展與演變〉，《臺灣文獻》第 48卷第 2期，1997年，頁 40。 
8 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博士文集（一）》（臺北：
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1984年），頁 411。 
9 見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 56；但
此論點受到質疑，黃紹恆認為 1909年「日糖事件」之前，日本的精糖業係依賴外國的原料糖（爪
哇），而與供直接消費的臺灣粗糖業形成所謂的「雙重構造」，見黃紹恆，〈明治後期日本製糖業

的「雙重構造」〉，《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 2卷第 1期，1995年，頁 81-82、102。 
10 原熙，〈糖業調查書〉，《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 37卷 12門，18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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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廍逐漸減少，以臺灣人資本為主的改良糖廍因受到鼓勵而逐漸發達11，到明治

四十四年（1911）改良糖廍達到最高的 74個工場。 

另一方面，日俄戰爭（1904-1905年）後由於總督府新的糖業獎勵方針、日

本國內資本大舉入臺以及「六三法體制」的限制12，改良糖廍先後被新式製糖場

合併、吸收而逐漸減少，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後日本資本的新式製糖場相繼

設立，如此到大正九年（1920）之前，現代新式製糖業已然成為主導臺灣經濟的

基礎產業13（表 1-1）。 

表 1-1，臺灣糖業經營方式之演變 

新式製糖場 改良糖廍 舊式糖廍 

產糖額 產糖額 產糖額 

  

年期 工 

場 

數 

產量 

（千斤） 

比率

（﹪）

工 

場 

數 

產量 

（千斤）

比率

（﹪）

工 

場 

數 

產量 

（千斤） 

比率

（﹪）

明治 37年(1904-05) 

明治 40年(1907-08) 

明治 43年(1910-11) 

大正 2年(1913-14) 

大正 5年(1916-17) 

大正 8年(1919-20) 

大正 11年(1922-23) 

大正 14年(1925-26) 

昭和 3年(1928-29) 

昭和 6年(1931-32) 

昭和 9年(1934-35) 

昭和 12年(1937-38) 

昭和 15年(1940-41) 

7 

9 

21 

32 

35 

39 

44 

44 

46 

46 

47 

48 

50 

7,558

28,651

323,746

222,382

681,942

351,481

581,460

811,345

1,296,552

1,628,731

1,571,187

1,610,925

--

9.15

26.24

71.85

88.50

89.32

94.48

98.17

97.38

98.56

98.81

97.62

97.62

--

4 

61

74

34

28

24

11

15

9 

8 

6 

7 

6 

642

21,548

67,923

13,910

44,267

8,670

3,767

10,454

9,627

11,241

16,657

22,435

--

0.78

19.73

15.08

5.54

5.80

2.33

0.64

1.25

0.73

0.68

1.03

1.36

1055

821

499

217

256

202

101

136

97

68

97

64

59

74,433 

59,003 

58,895 

14,987 

37,281 

11,865 

7,093 

11,411 

9,368 

8,444 

21,577 

16,906 

-- 

90.08

54.03

13.07

5.96

4.88

3.19

1.20

1.37

0.71

0.51

1.34

1.02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六、第二十九，昭和 15、18年版。 

                                                 
11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頁 199-210。 
12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3
期，1996年，頁 138。 
13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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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上，過去限於濁水溪以南旱田的製糖業，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

以後，由於品種改良、耕地改善等，乃向中北部的水田地方蠶食，又自大正二年

（1913）以後，更向東部未開發地方擴展，新式製糖工場的原料採取區域幾乎遍

及全島的蔗作適地14。 

然而即使有總督府的大力扶持與獎勵補助，新式製糖業的發展也未就此一

帆風順，明治四十四年（1911）九月和大正元年（1912）九月15的全島大暴風雨，

使甘蔗減收四到六成16，證實原有的玫瑰竹種缺乏耐風性和抗病蟲害性，總督府

與製糖業者咸感到培育適應本島氣候風土之甘蔗品種的迫切性，遂於大正二年設

置蔗苗養成所，並培育爪哇實生種和臺灣實生種成功而普及種植。此外，對於蔗

苗的更新、灌溉排水設施的建設、耕種方法的改良、病蟲害的驅除及預防等，也

都不遺餘力地進行17，一切務求甘蔗的增產以提供製糖原料的供應。 

大正九年（1920），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景氣復甦，糖價呈現未曾有的

昂貴，出現所謂糖界的黃金時代，然而好景不常，下半年後糖價慘落，糖界急轉

直下，大正十年糖界的恐慌時代來臨，一時之間糖業悲觀論說甚囂塵上，直到大

正十三年（1924）才因政府的指導獎勵、製糖業者的奮起、蔗農的自覺努力等效

果顯著，糖業界向著振興的機運躍進，與此同時，蓬萊米18的栽培普及，對水田

地方的蔗作造成威脅，製糖業者則以爪哇大莖種的栽培增收加以對抗，以提高單

位面積收穫量。 

由於優良品種的普及，收穫管理法的改善等，進入昭和年間後，產糖量每

每刷新紀錄。昭和四年（1929）發生世界經濟不景氣，即所謂「昭和恐慌」，昭

和五年砂糖滯銷，糖價暴跌，臺灣砂糖生產過剩，然而產糖量仍因單位面積的增

收持續增加，昭和七年（1932），基於處理過剩糖的必要，以及貨幣貶值有利於

輸出，因此促進臺灣糖向外國輸出19。 

昭和五年（1930）日本國內稻米豐收，日本農村陷入「豐年不作」的狀態，

日本政府為防止農村破產，乃實施米穀管理政策阻止米價下滑，故必須限制臺灣

                                                 
14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11。 
15 1912年 8月以前為明治四十五年，8月以後為大正元年。 
16〈臺灣糖業年譜〉，《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3年），頁 2。 
17 《臺灣　糖業》（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5年），頁 43-56。 
18 蓬萊米栽培成功後，於大正 15年由伊澤總督正式命名為「蓬萊米」，大正 15年以前文獻上都
稱之為「內地種米」，本文為行文方便起見，無論年代如何，一概以蓬萊米稱之。 
19 〈臺灣糖業年譜〉，《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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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低廉成本運銷日本，遂於昭和八年十一月實施「米穀統制法」20，並獎勵水

田蔗作，結果蔗作面積再擴張。製糖會社也在此一時期賺取年勝一年的高額利

潤，並將資本結合軍需市場作多角化的投資，包括酒精、紙漿原料、酵母劑、橡

膠等相關產業，地區擴及中國大陸及南洋等地21。 

昭和十六年（1941）後，隨著日本佔據爪哇等地，以及戰事的吃緊，臺灣

糖業的地位發生動搖，並遭遇若干困難：即 1.增產糧食供軍民所需，蔗作面積勢

必減少；2.肥料依賴進口，由於航運困難以致難正常供應，且優先配給稻作；3.

設備器材因日本物資缺乏而難以獲得，耕地白糖所需石灰亦難自給；4.運輸困

難，糖的運輸需配合陸運以及船運集中於五六個月內輸出，常有積滯現象，又有

貯藏問題；5.政府對糖予以限價，糖業利潤減少，致各會社純益金的四分之三係

來自土地租金、鐵路運輸收益及副產品工業。 

由於上述實際的困難，日本政府的糖業政策不得不予以變革如下：1.重新考

慮臺灣之糖業地位，指定濁水溪為界，實行「南糖北米」政策；2.合併各製糖會

社，期使各製糖所鐵路設備共同聯合使用並廢止個別商標；3.政府指定各製糖會

社經營南洋各地及海南島糖業，由各廠分別區域，派遣技術人員及運送部分機械

設備前往22。 

就在此一戰時的政策下，於昭和十七年（1942）七月廢止臺中州的沙轆製

糖所，十月廢止臺北州的二結製糖所，隔年三月廢止新竹州的崁子腳製糖所，十

二月廢止竹南製糖所，昭和十九年八月廢止臺中第二工場，且製糖會社也加以合

併，結果形成全臺灣的糖業統由臺灣製糖、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23、鹽水港製

糖四大會社所獨占，共擁有實收資本二億七千萬日圓，附設酒精工場十五所，自

有土地十一萬三千公頃，私有鐵道二千九百餘公里24等（表 1-2），並轄 42 個製

糖所，分佈於四州二廳（表 1-3），通通於昭和二十年（1945）戰敗後由國民政府

接收。 

 

                                                 
20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 76。 
21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23-327。 
22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頁 128-131。 
23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於昭和 19年 12月 15日（1944）改名為日糖興業株式會社，見土地臺帳。 
24 臺糖經濟研究室，〈光復以來之臺灣糖業〉，《臺灣糖業季刊》創刊號，1947年，頁 2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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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日治末四大製糖會社所有資產一覽表 

職工人數 會社名稱 實收資本 
(日圓) 

工場數 壓榨能力
(公噸)

酒精場

數 
會社自有

地(公頃)
私有鐵道

(公里) 職員 工人 總計 

日糖興業 109,957,500 15 22,450 5 23,480 1,157 1,820 6,095 7,915

臺灣製糖 63,615,930 12 15,950 2 49,467 761 1,452 7,011 8,463

明治製糖 61,000,000 8 16,400 6 23,817 641 1,025 3,892 4,917

鹽水港製糖 36,937,500 7 10,200 2 16,915 439 911 2,831 3,742

合計 271,510,930 42 65,000 15 113,679 2,998 5,208 19,829 25,037
資料來源：〈光復以來之臺灣糖業〉，《臺灣糖業季刊》創刊號，1947年，頁 233。 

二、戰後初期（1945-1953）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十月二十五日臺灣成為國民政府治下的

一省，糖業一如其他日產皆由國民政府予以接收，因其規模過大，為免生產停頓，

乃先從監理著手，進而接管，再組織臺灣糖業公司專負經營之責。 

監理工作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開始至翌年三月結束，由政府組織「糖業

監理委員會」，派員分別監理各會社及糖廠，這期間，原製糖會社之業務及生產

工作仍由日本人負責並照常進行，監理人員僅負監督之責，目的在熟習其事業內

容。三十五年三月，監理委員會改稱「接管委員會」，進入接管階段，同時由行

政院資源委員會會同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著手組織臺灣糖業有限公司，以資本

總額臺幣三十億元於五月一日宣告成立，總公司設於上海市，並在臺北設立辦事

處25，於是日治時代分屬四大會社的製糖業，正式統由臺灣糖業公司獨家經營，

四大會社的資產與業務則由臺糖公司所屬的四區分公司分別接收，並將原 42 所

糖廠併為 36所26，然而四區分公司介於總公司和糖廠中間，政令宣達多所不便，

故於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一日撤銷原有四個分公司，改設總廠制，劃分臺中、虎尾、

屏東、總爺、新營五區，並以此五糖廠作為總廠，到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實行大廠

制為止，此時期稱為總廠時期，而日治時代所遺留的四大製糖株式會社的運作與

業務至此正式解體。 

由於戰時盟軍的轟炸，受到損害的糖廠達 34所，其中破壞慘重者有 6所，

完全未受損害者僅 8所，故各廠積極展開修復計畫，至三十五—三十六年期共有 

                                                 
25 1947.1因事實需要，總公司改設於臺北市，上海改設辦事處，《臺糖三十年發展史》，頁 26。 
26 臺糖經濟研究室，〈光復以來之臺灣糖業〉，《臺灣糖業季刊》創刊號，1947年，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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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日治末期臺灣各州廳製糖所一覽表 
日糖興業株式會社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

社） 

 

虎尾第一製糖所（虎尾郡虎尾街） 

虎尾第二製糖所（虎尾郡虎尾街） 

龍岩製糖所（虎尾郡土庫街） 

北港製糖所（北港郡北港街） 

玉井製糖所（新化郡玉井庄） 

大林製糖所（嘉義郡大林街） 

斗六製糖所（斗六郡斗六街）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總爺製糖所（曾文郡麻豆街） 

蕭壠製糖所（北門郡佳里街） 

烏樹林製糖所（新營郡後壁庄） 

南靖製糖所（嘉義郡水上庄） 

蒜頭製糖所（東石郡六腳庄）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車路墘製糖所（新豐郡仁德庄） 

三崁店製糖所（新豐郡永康庄） 

灣裡第一製糖所（新化郡善化街） 

灣裡第二製糖所（新化郡善化街） 

 

 

 

 
臺 

 

南 

 

州 

 

︹ 

20 

個 

︺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新營第一製糖所（新營郡新營街） 

新營第二製糖所（新營郡新營街） 

岸內第一製糖所（新營郡鹽水街） 

岸內第二製糖所（新營郡鹽水街） 

日糖興業株式會社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

社） 

竹山製糖所（竹山郡竹山街） 

彰化製糖所（彰化郡和美街） 

烏日製糖所（大屯郡烏日庄） 

臺中製糖所（臺中市高砂町） 

潭子製糖所（豐原郡潭子庄） 

月眉製糖所（豐原郡內埔庄）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埔里製糖所（能高郡埔里街） 

南投製糖所（南投郡南投街） 

溪湖製糖所（員林郡溪湖街） 

 
臺   

中   

州 

︹ 

10 

個 

︺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溪州製糖所（北斗郡溪州庄） 

高   

雄   

州 

︹ 

7 

個 

︺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橋仔頭第一製糖所（岡山郡岡山街） 

橋仔頭第二製糖所（岡山郡岡山街） 

後壁林製糖所（鳳山郡小港庄） 

阿緱製糖所（屏東市竹園町） 

東港製糖所（東港郡林邊庄） 

旗尾製糖所（旗山郡旗山街） 

恆春製糖所（恆春郡恆春街） 

新 

竹 

州 

日糖興業株式會社（大

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苗栗製糖所（苗栗郡苗栗街） 

新竹製糖所（新竹市錦町） 

花   

蓮   

港   

廳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壽製糖所（花蓮港郡壽庄） 

大和製糖所（鳳林郡鳳林街） 

臺   

東   

廳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臺東製糖所（臺東郡臺東街） 

資料來源：《臺糖三十年發展史》（臺北：臺灣糖業公司，1976年），頁 20-21。 



 
第一章  緒論 

 9

17所糖廠參加製糖，至民國三十六年底，除了恆春糖廠因規模過小不擬修復外，

其餘 35 所糖廠在財力物資極端缺乏下全部修復完成，使許多外國專家跌破眼

鏡。然而由於原料不繼，成本偏高，加以失去大陸市場，以致經營困難，隨即於

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停閉竹山糖廠27，四十一年十月停閉新竹糖廠，四十二年停閉

潭子糖廠，四十三年撤銷彰化（和美）、埔里糖廠並停閉溪州、烏日糖廠28。 

由停閉糖廠這個事實不難推論戰後初期經營糖業的艱辛以及糖業的不振。 

第二項  「臺灣糖業發展」議題的研究 

有關這一議題的著作相當多，以和本論文較有相關的研究而言，此處簡單

將之歸納為五類，即總論、日治當代的糖業論著、以馬克斯階段史觀為主的經濟

史論著、一般經濟史的論著和地理學觀點的論著（表 1-4），茲簡單介紹於下： 

一、 總論（雜誌） 

在此主要是指日治時代的《糖業》雜誌與戰後的《臺糖通訊》而言，因為

是雜誌性質，內容廣泛，故歸為總論。 

《糖業》係由臺灣日日新聞社記者宮川次郎所創辦，由也是宮川次郎創辦

的臺灣糖業研究會發行，為月刊性質，創刊於大正三年（1914）十月十五日，屬

大正三年度的共有三本，即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大正四年起改稱為第二年

第一號、第二年第二號⋯每年共有十二號，直到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為順

應戰時國策而停刊，前後總共長達三十一年，共有 352本。 

宮川次郎創辦《糖業》是有其時代背景的，明治四十四年（1911）和大正

元年（1912）的全島大暴風雨重創了臺灣的糖業，除了當年度的甘蔗減收外，在

隔年還因為缺乏蔗苗而無法復原，以致日本的報章雜誌對臺灣糖業的各方面多所

批評攻擊，所謂「橫議百出，群盲鼎評」，臺灣糖業可說四面楚歌，在發刊辭中

宮川次郎即明確指出，他之所以要排除萬難創辦這吃力不討好的雜誌，是為了「一

助斯業之發展」29，足見宮川次郎對臺灣糖業懷抱的熱情。 

《糖業》的內容涵蓋各方面，包括臺灣的糖業問題、甘蔗栽培、品種改良、

外國糖業的介紹等雜文，最初除了各篇獨立的文章外，有時事小觀、雜錄等專欄，

到了後期，雜誌的內容更完備，分為會說、研究、調查、副產物、事情、史料、

                                                 
27 〈斗六廠應地方要求 增設竹山原料區〉，《臺糖通訊》第 11卷第 8期，1952年，頁 17。 
28《臺糖三十年發展史》（臺北：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頁 30-32、766-767。 
29 宮川次郎，〈發刊辭--机上　　〉，《糖業》第 1號，1914年，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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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訪問、漫筆、雜錄、資料、其他等專題，其中會說即相當於今日的社論，

由每一期的會說可看出當時糖業方面最重要的議題，《糖業》的重要特色是有事 

表 1-4，有關臺灣糖業發展議題的主要文獻一覽表 
分類 作者或編印者 年代 篇名或書名 出版情形 

臺灣糖業研究會 1914-1944 《糖業》雜誌 為月刊，由臺灣糖業研究會發行。總 
論 臺灣糖業公司 1947-今 《臺糖通訊》雜誌 為旬刊，由臺灣糖業公司發行。

宮川次郎 1913 《臺灣糖業　批判》 東京，糖業研究會發行。 
小野文英 1930 《臺灣糖業　製糖會社》 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 

日 
治 
當 
時 

平山勳 1935 《臺灣糖業論》 臺北，臺灣通信社發行。 

矢內原忠雄 1929 《帝國主義下　臺灣》 周憲文譯，1985年帕米爾書店出
版，書名改為《日本帝國主義下

之臺灣》。 
　照彥 1975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李明峻譯，1993年人間出版社出

版。 

馬 
克 
斯 
階 
段 
史 
觀 

劉進慶 1974 《臺灣戰後經濟分析》 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1995
年人間出版社出版。 

高橋龜吉 1937 《現代臺灣經濟論》 原由東京千倉書房所出版，1995
年臺北南天書局重新出版。 

張漢裕 1974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 收在《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
漢裕博士文集（一）》，由張漢裕

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發行。 

  
一 
般 
經 
濟 
史 

黃紹堂 1. 1995 
2. 1996 

1.〈明治後期日本製糖業的「雙重
構造」〉 
2.〈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
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 

1. 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館刊》第 2卷第 1期。 

2. 收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3期。 

陳正祥 1960 〈糖業〉 收在《臺灣地誌‧中冊》，臺北敷

明產業地理研究所出版。 
Jack F. Williams 1980 Sugar：The Sweetener in Taiwan’s 

Development 
Ronald G. Knapp,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pp.219-251,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施添福 1995 〈日治時代臺灣東部的熱帶栽培

業和區域發展〉 
發表於該年 12 月在臺大思亮館
舉辦的「臺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

專題研討會」 
林思佳 1998 《臺灣糖業發展和地方特性之形

塑—以高雄縣橋頭鄉為例》 
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謹霖 1998 《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

展》 
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地 
理 
學 

王怡方 1999 《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

長》 
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一章  緒論 

 11

實的記述，這部分就成為今日的史料，也有當時知識份子的論說，可以看出他們

對各個議題的觀點，若能從頭到尾全部翻閱，就能一窺日治時代糖業發展的全貌。 

《臺糖通訊》由臺糖公司的秘書室編輯課負責編輯，創刊於民國三十六年

五月一日，為旬刊性質，三十六年度全部編為第一卷，自三十七年開始為第二卷，

以後每半年為一卷，每一卷有十八期，一直到今天仍繼續刊行。 

《臺糖通訊》的內容每期不盡相同，大概都有的包括小言、譯述、同仁園

地、新聞網、公告欄、統計資料、臺糖公司大事日誌等，其中小言即如同社論，

呈現出當時糖業發展的重要議題，同仁園地則是臺糖員工的抒情文藝作品。所以

基本上雖然和日治時代的《糖業》有些類似，但內容比較雜，比較不專業，特別

是近期，內容遠比不上戰後初期。以戰後初期而言，這份刊物確實能為當時的糖

業發展提供重要訊息。 

二、 日治當時代的糖業文獻 

日治當時代的糖業文獻相當多，大部分的內容均包括領臺前的臺灣糖業、

領臺後的糖業發展、糖業獎勵政策、甘蔗農業、各製糖會社概況等事實的敘述，

議論的部分較少，當然也會隨著臺灣糖業的發展變遷而有不同的議題，此處主要

以三本著作為例，《臺灣糖業　批判》成書於大正二年（1913），當時臺灣糖業正

因為風雨災害而陷入危機，日本本國多有批評的聲音，作者宮川次郎除了敘述一

些事實外，便直指保護政策的必要30；《臺灣糖業　製糖會社》成書於昭和五年

（1930），當時臺灣的甘蔗收穫量一年勝過一年，作者小野文英在該書一開頭便

分析指出當時糖業進展的六大原因31；成書於昭和十年（1935）的《臺灣糖業論》，

由經濟學士平山勳所著，內容主要以資本、土地、企業型態與糖價架構臺灣糖業

近代經濟的發展，其書名標題雖為「經濟的研究及其論策」，但多係整理前人的

研究成果或論點，鮮少新意，缺乏作者自己的觀點32。 

這一類的文獻，較之雜誌而言，通常經過作者有系統的整理和論述，對於

瞭解整個日治時代的糖業發展幫助很大，也能尋出當時代的學者對發展糖業的看

法。  

三、 馬克斯階段史觀的文獻 

                                                 
30 宮川次郎，《臺灣糖業　批判》（東京：糖業研究會發行，1913年），頁 161-170。 
31 小野文英，《臺灣糖業　製糖會社》（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1930年），頁 1-14。 
32 平山勳，《臺灣糖業論》（臺北：臺灣通信社發行，1935年），頁 3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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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馬克斯階段史觀的文獻，是指該著作乃以馬克斯的階段史觀作為

其研究經濟史的主要觀點，意即其分析經濟史的重點在於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

33。這一類研究的經典著作首推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　臺灣》，由於該書

主要在討論日本資本如何在臺灣發展成具有獨佔性質的過程，因此，主要由日資

支配的臺灣糖業恰成為其論說的最佳實例，可惜受限於特定的意識型態，在操作

的過程中，其必然有意或無意地捨棄了未能嵌入此一意識型態的諸多事實34；　

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則是繼矢內原之後，為日治時代經濟史研究的

集大成者，該書補充了矢內原所忽略的臺灣本地社會的傳統經濟社會結構，然而

對糖業的論述並未多大超出矢內原的觀點，也未提及戰爭末期糖業的改變；劉進

慶的《臺灣戰後經濟分析》初稿完成於民國六十年，是以馬克斯階段史觀研究戰

後經濟的第一人，該書將糖業視為公業過程（即國家資本及國家財政的收奪過程）

中的地主性經營之一，對於分糖法及收購農民糖有深入的剖析35。 

四、 一般經濟史的文獻 

在此所謂一般經濟史的文獻，即是對於經濟部門各要素平鋪直敘其內容、

特點與演變等，而不帶有特定的意識型態，這類的文獻相當多，在日治時代有高

橋龜吉、東鄉實、竹越與三郎等人的著作，戰後有張漢裕、周憲文等人的作品，

近期則有黃紹堂的研究，其中首推張漢裕的〈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糖業

在該文中和基礎工作、工業、財政並立，足見其重要性，其中蔗農一項佔三分之

一，對於甘蔗買收價格多所論述36，其行文流暢通順，簡單明瞭，能夠幫助非經

濟學背景的人認識經濟理論。 

五、 地理學的文獻 

相較於經濟學的研究，地理學對糖業的研究成果不算多，地理學界中日治

時代的富田芳郎最早注意到糖業對市街聚落的影響37，至於對糖業的專論則先有

                                                 
33 林滿紅，〈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史學評論》第 1期，1979年，頁 161。 
34 吳密察，〈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　臺灣』的一些檢討〉，《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
出版社，1994年），頁 193-204。 
35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年），
頁 148-161。 
36 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的演變〉，《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博士文集（一）》（臺北：
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1984年），頁 424-432。 
37 富田芳郎作，李根源譯，〈虎尾〉，《臺灣鄉鎮地理學的研究》（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55
年），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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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祥發表於民國四十九年（1960）的〈糖業〉38，繼而有魏廉思發表於民國六

十九年（1980）的〈糖業：臺灣發展的甜劑〉39，此兩文對於糖業在臺灣的發展

有著深入而詳實的探討（表 1-5），可說是地理學中糖業論述的經典之作，然而兩

文都是從臺灣整體著眼，缺乏在“地方”上深入的探討，除了「甘蔗田、大煙囪、

五分仔車和空氣中的甜味」外，我們似乎很難知道到底糖業的經營有沒有什麼區

域差異？糖廠的設立對一個地區帶來哪些影響？糖業的發達改變了哪些地理景

觀？和該地的居民產生了哪些互動？ 

表 1-5，陳正祥與魏廉思論文的章節架構比較 
陳正祥的〈糖業〉 魏廉思的〈糖業：臺灣發展的甜劑〉 
第一節 發展之經過 
第二節 產業之特質及其演變 
第三節 原料供應與農務改進 
第四節 產製與運銷 
第五節 臺糖的副產與副業 
第六節 赤糖業 

緒論 
1895年以前的糖業 
現代糖業 
 集中管理的控制、 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蔗農的角色、 保證價格制度、 糖分配制度 

 附加的活動、 土地利用的影響、 

 農業現代化的影響、 貿易、政治和糖、 

 臺糖的角色 

糖業和未來 

能稍彌補這一缺憾的論文，當屬施添福的〈日治時代臺灣東部的熱帶栽培

業和區域發展〉40，文中說明在總督府以內地人內地化臺灣東部的政策下，由於

製糖會社長期壟斷圈佔大筆土地，臺灣東部的大片荒野遂只是消極地從事粗放的

甘蔗農業，使得東部的開發一直裹足不前，直接指出了糖業發展和東部開發的關

係。除此之外，在一些區域的研究方面，亦有研究生注意到糖業對當地的影響而

有所論述41，例如林思佳的《臺灣糖業發展和地方特性之形塑—以高雄縣橋頭鄉

為例》，該文從地方勞力吸取以及農地利用兩面項分析糖廠運作對橋頭鄉的影

                                                 
38 陳正祥，〈糖業〉，《臺灣地誌-中冊》（臺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60年），頁 609-658。 
39 魏廉思作，吳育臻譯，〈糖業：臺灣發展的甜劑〉，《環境與世界》第 1期，1997年），頁 20。 
40 本文發表於臺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民國 84年 12月臺大思亮館。 
41 這類論文幾乎都是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按發表先後分別有鄭全玄（1993）《臺東
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楊淑卿（1993）《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林聖欽（1995）《花東縱谷
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 1800-1945》、林思佳（1998）《臺灣糖業發展和地方特性之形塑—以
高雄縣橋頭鄉為例》、鍾瑾霖（1998）《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王怡方（1999）《日治時
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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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最後並探討糖廠土地對聚落發展的限制，是頗有創意的碩士論文；鍾謹霖的

《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在該文第五章—扇央的農場移民聚落中，為

我們深入解析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自營農場的開墾，以及為了經營該自營農場而形

成的移民聚落，讓我們瞭解不只糖廠的經營對聚落造成影響，即便是自營農場的

經營也會導致新聚落的形成；王怡方的《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該

文最大的貢獻是透過土地臺帳以及戶口寄留簿的應用，還原了今日的虎尾如何由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從購地開始而形塑出新式市街的過程。總的來說，在地理學

的論述中，除了施添福的〈日治時代臺灣東部的熱帶栽培業和區域發展〉一文外，

碩士論文中談到糖業總離不開其對聚落形成或發展的影響，因此，我們以為糖業

在地理學的研究應該還有其他議題尚待開發。 

第三項  「米糖相剋」與「甘蔗買收」議題的研究 

米糖相剋的議題離不開甘蔗買收方式的辯證，大部分文獻常常是這兩種議

題交相論證，這方面的主要文獻如表 1-6所示，本文在此分為以下五類予以討論。 

一、 農業經濟論的說法 

此處主要是指相良捨男、根岸勉治和川野重任等人的論述。 

相良捨男的《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一書寫於大正七年（1918），

在〈米價　蔗價　關係〉單元中，雖還未出現「米糖相剋」這樣的詞彙，但文中

極力陳述臺灣中北部的米產地，其蔗作獎勵如何受到米價漲落的影響，特別是明

治四十四年到大正二年間（1911-1913），連續三年米價暴騰，製糖會社如何想方

設法，如何遭遇原料買收的困境，以及如何實施米蔗作補償契約，甚至不得已還

動用到警察權強制農民種蔗等等情形42，文中並對於中北部蔗價與米價的關係多

所說明。 

相良捨男以其在臺灣的製糖會社工作八年的所見所聞，輔以所蒐集的資

料，寫成本書，書中雖然論少述多，但依本書的記載，顯然糖和米的競爭問題最

慢在明治末年（1911）就困擾著中北部的製糖會社，並且，雖然南部旱作地區也

多少受米價騰貴的影響，然而發生米糖競爭的地方主要還是在中北部的米產地。 

 

                                                 
42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東京：東洋印刷株式會社，1919年），頁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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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有關「米糖相剋」與「甘蔗買收」議題的主要文獻一覽表 
作者 年代 書名或篇名 出版情形 

相良捨男 1919 《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第二
編第一章  米價　蔗價　關係、第二章
蔗作獎勵案 

由作者發行，東京東洋印刷株式會

社印刷。 

矢內原忠雄 1929 《帝國主義下　臺灣》之〈臺灣糖業帝
國主義〉 
第三章第九節 蔗農 
第四章第二節 糖業與米作 

周憲文譯，1985 年帕米爾書店出
版，書名改為《日本帝國主義下之

臺灣》。 

1932 〈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
價格構成〉 
 

本文原發表於《高岡博士在職卅五

年紀念論文集》，後來收入《南方

農業問題》，由東京日本評論社於

1942年出版。 

 
 
 
根岸勉治 

1935 〈臺灣農企業　米糖相剋關係〉 
另有許粵華譯文，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於 1959 年出版的《臺灣經濟史七
集》。 

本文原發表於《社會政策時報》，

後來收入《南方農業問題》，由東

京日本評論社於 1942年出版。 

川野重任 1941 《臺灣米穀經濟論》第四章〈米糖　相
剋〉 

原書由東京有斐閣出版。另有林英

彥譯本，書名改為《日據時代臺灣

米穀經濟論》，由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於 1969年出版。 
劉進慶 1974 《臺灣戰後經濟分析》第二章第三節

地主性的經營—米糖經濟 
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1995
年人間出版社出版。 

　照彥 1975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第二章第三
節 「糖‧米相剋」關係的展開 

李明峻譯，1993 年人間出版社出
版。 

張漢裕、于景

讓、李連春等 
1953 《臺灣米糖比價之研究》 臺灣研究叢刊第二四種，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出版。 
1954 〈臺灣糖業契約原料收買制度之研究〉刊於《臺灣銀行季刊》第 7卷第 1

期，頁 65-83。 
 
孫鐵齋 

1960 〈臺灣農民糖收購問題之檢討〉 刊於《臺灣銀行季刊》第 9卷第 2
期，頁 85-97。 

1990 
〈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日據臺
灣殖民發展研究的再思考〉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卷 3、4
期，頁 75-130。 

1992 
〈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日
據臺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

（1925-1942）〉 
本文另改寫成西文： 
“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and Sugar”In Chih-ming 
Ka,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pp133-180, 
Westview Press.1995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3 期，
頁 195-272。另收於宋光宇編《臺
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於
1993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1993 
〈「米糖相剋」問題與臺灣農民〉 收於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

歷史經濟篇》，由東大圖書公司出

版。 

 

 

 

 

 

柯志明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
展與從屬》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葉彥珣 1993 《戰後與日治時期臺灣原料甘蔗契約臺大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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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收制度之研究》 
王俊傑 1996 《米價比準法之檢討：日治時期甘蔗栽

培契約》 
臺大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聰敏 1996 《臺灣糖業帝國的沒落：從甘蔗原料收
購制度的角度觀察》 

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古慧雯、 
吳聰敏 

1996 〈論「米糖相剋」〉 《經濟論文叢刊》第 24卷第 2期，
頁 173-204，臺大經濟系出版。 

張榮原 2001 《省思「米糖相剋」》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根岸勉治直接使用「米糖相剋」來形容臺灣的米糖競爭問題，他認為資本

主義使得日本和殖民地間的產業發生有機的關聯，因此產業不能孤立地任意變

動，以致必然形成相關現象或相剋關係，而臺灣二大產業的原住者型稻作企業和

殖民者型農工的糖業就有典型的相剋關係，他並且指出農作物相剋對農企業家有

不利的作用，但對農民反而有利。 

他是對「米糖相剋」現象的區域差異給予最多注意的學者，認為原本以濁

水溪為界的臺灣兩大農作物—米、蔗，因為埤圳的開設、米移出商品化以及水田

蔗作等因素而擴大稻蔗競爭的地域，其中臺中州是米糖相剋最顯著的地域，而臺

南州則因為實施嘉南大圳的三年輪作制度，成為稻蔗緩衝地帶。對於中部地區的

米糖相剋現象，他認為主要表現在米價比準法上，因此他舉例說明帝國製糖、新

高製糖等工場如何制定米價比準法以確保原料供應，他並計算新高製糖彰化工場

（在今和美鎮）的甘蔗買收價格和糖價、米價的相關係數，結果發現買收價格和

米價有高度的相關43。 

儘管根岸勉治上述的米價與買收價格相關係數的計算，很清楚是在陳述中

部水田地方的情形，而且在另一篇說明買收價格與米、糖價關係的文章中，他更

清楚區分為全島平均買收價格、中部地方買收價格和南部地方買收價格加以論

述，其中只有中部地方的買收價格是和米價呈現高度相關44，但是，其後引用該

文的學者常常忽略了根岸勉治文章中的區域差異，以致犯了以中部地方代表全臺

灣的謬誤。 

雖說根岸勉治有注意到「米糖相剋」的區域差異，然而究竟南部蔗作地帶

與中部水田地帶的製糖會社如何因應不同的地理環境？如何對抗不同的競爭作

物而在甘蔗買收規程上有何應變措施，就已不在他的研究範圍。 

                                                 
43 根岸勉治，〈臺灣農企業　米糖相剋關係〉，《南方農業問題》，頁 45-52。 
44 根岸勉治，〈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價格構成〉，《南方農業問題》，頁 15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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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野重任在其著名的《臺灣米穀經濟論》中，特別以一章的篇幅討論「米

糖相剋」，他認為「米糖相剋」問題的直接契機是蔗作北進的結果，而相剋問題

的最初出發點就是原料供應問題，他以原料採取區域制的自我矛盾、土地轉用的

自由與原料確保的不安定、土地支配的困難化和米價比準法三個面向來說明相剋

的原理，另外以耕作面積的排擠和價格的追隨來說明相剋的發展，最後並以為集

約經營和嘉南大圳是相剋問題的迴避政策45。 

川野重任雖然在一開頭便提到「米糖相剋」問題的直接契機是由於蔗作北

進，也提到中北部製糖會社廣泛採用的「米價比準法」是相剋實體明顯表現出來

的事例，但在說明價格的追隨時，他直接引用根岸勉治新高製糖彰化工場米價與

買收價格高度相關的例子來陳述，並沒有說明那樣的情形只侷限於中部地方，在

整個相剋問題發展的討論中，也都沒有提到不同區域的不同情形，可以說，根岸

勉治「米糖相剋」的區域差異，到了川野重任的論述中已經被忽略了。 

二、 馬克斯史觀的階級對立說 

帶有強烈馬克斯史觀意識型態的論述主要有矢內原忠雄、　照彥和劉進慶

的論述。 

矢內原雖然沒有直接指出「米糖相剋」這四個字，但在其〈臺灣糖業帝國

主義〉一文中特別以「糖業　米作」來說明臺灣的米糖關係，他認為明治四十二

年（1909）蔗作北進後，中部地方的製糖會社為了獲得原料就得多費苦心，而大

正八年（1919）臺灣總督府因為米價高漲而發佈移出限制令，就可想見在市場經

濟法則下米作日益成為蔗作的大敵，而蓬萊米栽培成功後，由於蔗作地減少和甘

蔗買收價格的騰貴，製糖會社的對策就是甘蔗每甲收穫量的增加與自作蔗園的擴

張，但是由於日本的糧食問題，總督府不再限制臺灣米的移出，反而傾力於蓬萊

米的生產和移出，因此「臺灣糖業的強敵，既非爪哇糖，也非古巴糖，意外的是，

竟是我國人口食糧問題。」在此情勢下，他甚至預測如果米作的利益凌駕於製糖

利益的話，資本可能從製糖轉移到米作，也許會類似朝鮮由東洋拓殖株式會社轉

為米作會社一樣，然而最後他是以嘉南大圳作為他對臺灣米糖關係的結論，他認

為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制的性質是以蔗作為中心，當大圳成功後「區域內的生產關

係、製糖會社對農民的社會關係將產生重大的變革，會社在此區域內，已經無須

                                                 
45 川野重任，《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年），頁 14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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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受米作的威脅，甘蔗買收價格也無須受競爭作物市價的影響。其決定全在會

社的獨佔，是依存於會社的“善意”⋯米作與蔗作的對抗將“隨水流去”」而指

出嘉南大圳的社會意義是糖業資本的保護，完全切合糖業資本的利益，可歸為獨

佔下的資本主義更高度的發展46。 

至於買收制度方面，他認為製糖會社的原料買收法是將蔗農「變成單純的

甘蔗出賣者，與製糖利益，全無關係。」而買收價格的構成則是「收購價格的高

低，則與糖價無關，乃以對抗作物的市場為標準。即以同面積的二作水田、看天

一作田或旱田種植水稻、陸稻、甘薯時所能收穫的生產物總價格為標準，決定收

穫甘蔗總量的總價格，並據以決定每千斤甘蔗的單價。然而，這些對抗作物的市

場，一向限於本島，而且大多係供給耕作者自家消費，故其價低，亦因如此，所

訂蔗價的低廉，可與製糖的市價不成比例。」47 

換句話說，矢內原雖然承認米作勢力的強大，但認為嘉南大圳的三年輪作

法足以消弭米作對蔗作的威脅，要知道，嘉南大圳的灌溉區主要是在臺南州，這

裡原本是旱作區，本來此地的蔗作就比較不受米作威脅，嘉南大圳建成後，甚至

還有悲觀論者認為「三年輪作地域原本大部分是蔗作的候補地，如果必要的話，

會社可在豐富的候補地中選定蔗作地，以因應糖業界的景氣來調節製糖，實施三

年輪作法後，蔗作地選擇的自由反而受到束縛。48」可見矢內原對於嘉南大圳的

說法太一廂情願了。另外，對於甘蔗的買收價格，他說的是米價比準法，而且在

字裡行間顯現出，彷彿米價比準法是從前到現在、從南到北一概地被製糖會社用

來作為買收價格的依據，而忽略了製糖會社之所以實施米價比準法的原因以及其

實施情形的時空差異。 

　照彥認為「糖米相剋」關係的發生是區別臺灣與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最大

特色之一，亦即「臺灣的殖民地經濟，並未完全偏重於糖、米兩者中的任何一方，

更可說是通過這兩大輸出商品的“相剋”關係而發展的。這就是台灣與其他許多

殖民地經濟，即走單純化的、生產單一出口商品道路的殖民地化過程不同之處。」

並且「糖米相剋」問題基本上意味著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相剋，他並更進一步指

出，「糖米相剋」問題的根源在於糖業資本無法全面獲得臺灣土地，不得不仰賴

                                                 
46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　臺灣》，頁 276-283。 
47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34。 
48 根岸勉治，〈臺灣農企業　米糖相剋關係〉，《南方農業問題》，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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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蔗園供給原料，所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制度未能破除臺灣本地經濟的地

主制所致。 

在時間上，他認為「這種現象並非在日本佔領臺灣後立即表現出來的，而

是在一九二０年日本發展為壟斷資本時期，殖民地臺灣轉化為日本資本主義糧食

供給地的過程中，急速表現出來的。」在空間上，由於他認為「糖米相剋」關係

「首先尖銳地表現在作為商品作物生產基地，即種植面積的需求上」，所以他藉

由甘蔗栽培面積的變遷，即1908-1937年來臺中州在全部種蔗地所佔比重維持在

21﹪-23﹪，而臺南州則從54﹪降到45﹪，而下結論認為是「以臺南、臺中為中

心，激烈地展開了糖米相剋問題。49」 

　照彥上述的說法自有其一套立論基礎，但卻忽略了兩個事實，其一，在

蓬萊米出口之前，臺灣的米並非全是自給自足，事實上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

因為日本內地的米作欠收，即有臺灣米移出日本50，所以也常出現米價騰貴的情

形，「臺灣米價之高昂，由來久矣⋯51」是大正二年（1913）報紙上的文字，當

甘蔗進到水田地區，只要米價貴就會造成製糖會社收購原料甘蔗的困難，我們只

能說由於蓬萊米出口使得這種情形更加激化而已；其二，臺南州的種蔗面積減少

是因為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制度的關係，嘉南大圳興築之前，臺南州大部分的田都

是蔗田，嘉南大圳竣工之後，原有的蔗田部分轉為水田，所以面積減少，因為面

積減少而說臺南州激烈地展開了「糖米相剋」問題是不適當的推論。 

關於甘蔗的買收制度，　照彥認為「米價比準法即是為抑制與種米收入的差

距，適應甘蔗栽種期間的米價變動，增加甘蔗的收購價格。⋯製糖公司通過這種

方法，一方面可在米價暴跌時將此種支出的減少部分整個納為公司的利益，另一

方面，在糖價暴漲時，其製品的漲價部分也可與公司的利益直接連結起來。公司

獲取原料的形式為現金制，蔗農與糖價漲跌並無利益關係，只是要淪為單純的甘

蔗銷售者。因此，『米價比準法』明顯地表現出此一政策的性格52」。從引文當中，

我們不難看出　照彥在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偏頗，因為，就米價比準法而言，

米價暴跌、糖價暴漲時製糖會社當然有利，但是這樣的時機並不多，除了大正九

年（1920）為糖界黃金時代外，隔年糖價就慘落，昭和五年（1930）世界經濟不
                                                 
49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89-103。 
50 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19年），頁 121。 
51 〈米價稍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大正 2年（1913）3月 11日。 
52 　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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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所以也有米價暴漲、糖價暴跌的情形，事實上，由於蓬萊米成為出口商品，

1930 年代經常是米價高於糖價，甚至可以說，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會社其實要

付出的成本相對較多，農民成為單純的甘蔗銷售者不一定是壞事，否則沙轆等製

糖會社在大正十一年期後實施的分糖法不會失敗，這樣　照彥的這個闡釋就顯得

薄弱無力。 

被矢內原和　照彥同樣評為「蔗農與製糖利益無關，只是淪為單純的甘蔗

銷售者」的日治時代原料買收制度，到了戰後改為分糖制後，劉進慶卻認為「國

府當局的理由是『使農民由單單是原料供應者變為企業的主人』，⋯這個理由，

從蔗作農的零細性來看，完全沒有半點經濟上的根據。⋯蔗作農現在也必須自己

負擔蔗作的自然災害、砂糖價格的漲跌等經營的風險。⋯以讓農民當「企業主人」

為美名的分糖制，歸根就底，不外是收奪者把被收奪者奉為「主人」，但卻進行

著恣意的收奪的欺瞞性裝置53」。以戰後的分糖制而言，相對於矢內原或　照彥

的說法，分糖制不是對農民較有利嗎？不是才能真正將糖業的利潤落實到蔗農身

上嗎？可是在劉進慶的筆下，它卻成為國府當局收奪農民的裝置。這其間的矛盾

到底怎麼來的？我想問題就出在作者的意識型態上，因為階級必然是對立的。 

三、 發展理論的功能性雙元經濟論與階級支配說 

柯志明以社會學的背景，在研究日治時代臺灣殖民經濟史的論述中，對「米

糖相剋」問題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令人佩服。他先在 1996 年將日本殖民臺灣

以及臺灣的歷史背景和他之前一系列關於日資糖業與本地家庭小農關係的研

究，和有關「米糖相剋」的論文集結成英文書，即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隨後在 2003年將該書重新

整理並改寫成《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一書（表 1-6），

成為他一系列對臺灣做為日本殖民地有別於其他西方國家殖民地的獨到見解的

總結，其中就「米糖相剋」這個議題而言，他以發展理論中的功能性雙元經濟論

為理論基礎54，對米糖相剋問題提出「邊陲資本主義下部門不平等分工及生產力

不平均發展」的解釋，至於蓬萊米出口後米農生活水準提高的現象，他再提出「階

級支配結構說」來解釋。 
                                                 
53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年），
頁 151。 
54 見柯志明的演講記錄，演講題目為〈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以日據臺灣作為ㄧ個依賴發
展的例子〉，《臺灣風物》第 40卷第 2期，1990年，頁 12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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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前，柯志明首先就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模型和川

野重任的市場模型加以批判，他認為川野重任對於殖民地因為政治因素而導致的

特異發展模式，並未做有系統的研究，他並對川野在米糖相剋問題中所提出的爭

地與價格追隨現象，以其他資料一一加以反駁；對於帝國主義模型，他認為矢內

原輕忽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他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存與分工的一面，他根

據矢內原文中米價比準法的說明，強調日治時代甘蔗的買收應該是植基於使單位

面積的甘蔗收入與在來米田相等，因此認為糖業的利益在結構上是與米作部門的

發展相互抵觸的，所以米糖相剋問題的根源，是糖業的利潤建立在米作部門的相

對落後以及不利的相對價格上，也就是說，土著落後部門與外資先進部門之間存

在著不平等的分工關係，而在這個不平等分工的結構裡，一個部門的落後正是另

一個部門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並據以提出「邊陲資本主義下部門不平等分工及

生產力不平均發展說」以企圖代替川野和矢內原的說法55。 

之後，由於這個說法對於解釋 1925年後（蓬萊米出口）米作部門的興盛以

及農民生活水準提高的現象顯得薄弱56，所以柯志明再提出「階級支配結構」說，

他認為米部門的支配力遠遜於糖部門，所以能將利潤分配到農民身上，這是臺灣

成為殖民地特例的一個原因57。 

基本上柯志明對米糖相剋問題的定義有別於　照彥等人，　照彥是就「米

糖相剋」的衝突“現象”而論，他則是從「米糖相剋」現象背後的“結構”面切

入，來論糖部門與米部門間的衝突，既然製糖會社是以對抗作物（米或甘薯）收

益的高低作為買收甘蔗價格的標準，則糖部門為了獲利就會透過殖民政府壓抑米

部門，於是構成「米糖相剋」，而這種結構面的衝突不必然會引起現象的衝突，

這是瞭解柯志明的「米糖相剋」必須先意會的。 

而既然是結構面的問題，就沒有所謂的空間差異，這是和本文指稱米糖相

剋問題的空間差異所不同的地方。證諸 1919 年總督府為了保護臺灣糖業而不惜

與殖民母國的利益衝突，發佈「輸移出米許可制」企圖壓抑臺灣的米價，的確符

                                                 
55 柯志明，〈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日據臺灣殖民發展研究的再思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2卷 3、4期，1990年，頁 75-126。 
56 瞿宛文，〈對柯志明「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的一些意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卷
3、4期，1990年，頁 127-129。 
57 柯志明，〈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日據臺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1925-1942）〉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3期，1992年，頁 19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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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柯志明的理論58。 

四、 一般的米糖比價與買收制度研究 

這類的文獻可以孫鐵齋和張漢裕的文章為代表（表 1-6），孫鐵齋的文章詳

細說明日治時代的甘蔗買收制度和戰後分糖法下農民糖收購的價格問題等，讓人

對於該主題有深入的認識和瞭解，但內容通常沒有論的成分，也就是述而不論；

張漢裕則主要以經濟學的專業素養來分析問題，最後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和建議，

他認為戰後「農民糖價並不決於生產成本，卻以替代作物的收入為定。而各原料

區域的替代收益既然兩樣，所以全省畫一的糖米價比，並無存在的理由59」，首

次指出戰後和日治時代相比不能因地制宜的糖米比價收購制度存在的危機。 

五、 經濟學有效經營的觀點 

買收制度在沈寂了近 20年後，再度有人作研究，就是這群臺大經濟學研究

所的師生，成員主要是古慧雯、吳聰敏兩位教授和葉彥珣、王俊傑兩位研究生，

葉彥珣的主要貢獻就是從經濟學學理的角度和模式，檢討比較了日治時代和戰後

買收制度的優劣，進而指出戰後的買收制度是不經濟且沒效率的60，因為不若日

治時代能因地制宜，而不經濟的政策之所以能夠一直實施，乃因公營化和獨佔化

的結果61，進一步將張漢裕先生的理念發揚光大。 

王俊傑以日治時代的《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為主，詳細分析了各

年期製糖會社的蔗作獎勵規程，釐清了米價比準法實施的時空分佈62，補足大部

分文章在這方面的含混不清，雖然論文簡短且最後無法驗證他所提出來的假說—

固定成本說與保險說，但自有其貢獻，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他在計算實施米價比

準法的製糖所數量時，將同列一份蔗作獎勵規程的製糖所都以ㄧ個來計算，以致

在計算實施比準法的製糖所數量上有了小小的錯誤。 

古慧雯和吳聰敏以經濟學的市場均衡模型重新看待「米糖相剋」問題，他

們認為「米糖相剋」問題主要顯現在農民對作物的抉擇和製糖會社對蔗價的訂定

                                                 
58 詳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四項。 
59 張漢裕等，《臺灣米糖比價之研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3年），頁 28。 
60 葉彥珣，《戰後與日治時期臺灣原料甘蔗契約買收制度之研究》，臺大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年，頁 41。 
61 吳聰敏，〈臺灣糖業帝國的沒落：從甘蔗原料收購制度的角度觀察〉，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
告，1996年。 
62王俊傑，《米價比準法之檢討：日治時期甘蔗栽培契約》，臺大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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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以農民選擇模型和糖廠決策模型來驗證蔗價、糖價與米價之間的關係，

經由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米價的變動與稻蔗相對生產力的變化會左右農夫的植

蔗意願；糖市的景氣、甘蔗的製糖率會影響糖廠收購甘蔗的意願，但這四項因素

對蔗價的影響，則只有糖市的景氣顯現為正，其餘三項為不確定，亦即臺灣的蔗

價其實深受日本糖價的影響63。 

這個結論打破了許多學者以為日治時代的甘蔗收購價格是和米價連動的說

法。 

然而，究竟為什麼有的研究顯現蔗價和米價連動，又有的研究顯現蔗價是

和糖價連動呢？問題就出在引用資料的區域性上，認為蔗價和米價連動的學者主

要以中部水田地區的材料來代表，古慧雯和吳聰敏則是以全臺灣的資料為代表，

因此獲致不同的結論，臺灣的區域差異顯然被許多學者給忽略了。 

清大張榮原所撰的《省思「米糖相剋」》則稍彌補了這方面的缺失，他將相

關資料分別以臺中州與臺南州為單位作統計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日本實質糖價的

波動對臺中州的「米糖相剋」問題沒有顯著影響，但對臺南州則有顯著正影響
64，

這正和本文的論述若合符節。可惜的是，張文雖注意到區域差異的問題，但對區

域差異的內涵只注意到土地性質的不同，即水田和旱田的差異，其餘則未多所著

墨，兼且受限於材料的蒐集和運用，以致於對統計資料所呈現的結果無法作合理

的解釋和說明。 

                                                 
63 古慧雯、吳聰敏，〈論「米糖相剋」〉，《經濟論文叢刊》第 24卷第 2期，1996年，頁 173-204。 
64 張榮原，《省思「米糖相剋」》，清大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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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目的 

臺灣糖業發展過程中的「米糖相剋」問題就如上述在各個學門、各個學者

的研究和交互辯證下，宛如錦簇花團、各吐芬芳，呈現出多采多姿的樣貌。 

各不同學門的研究當中，儘管都認為台灣糖業發展過程中，「米糖相剋」現

象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經常忽略了「米糖相剋」現象的空間差異，以致不能

看見「米糖相剋」現象細緻的一面，如果能夠從地理學的角度再探討「米糖相剋」

議題，應該可以讓這個重要議題呈現出更完整的樣貌。 

第一項  研究觀點 

基本上，矢內原、　照彥、柯志明等人由於賦「米糖相剋」予殖民地發展

的不同觀點，所以「米糖相剋」在各自的論述中有不同的意涵，本文主要就「米

糖相剋」的現象面來討論其空間差異，對「米糖相剋」的定義類似於根岸勉治或

川野重任的說法，即著重於米和糖對耕地的競爭；而就殖民地發展而言，在討論

國家政策時，則認同　照彥「米糖相剋」問題基本上意味著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相

剋的說法。 

以下我們先認識本文對「米糖相剋」、「米價比準法」和「斤糖斤米」這三

個名詞的解釋，以便後續的討論。 

1. 米糖相剋 

「米糖相剋」一詞是在日治時代由站在糖業立場的人所說出來的，原因在

於臺灣的自然環境使得作物的轉作非常容易，在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下，農民仍有

選擇作物的自由，甘蔗與稻米是臺灣傳統的兩大作物，而且其生長的地形和氣候

條件類似，亦即都需要暖濕的氣候和平坦的地形，因此土地利用在同一時空下具

有“排他性”，所以農民會比較兩種作物的收益後，再決定要種何種作物；然而

臺灣耕地有限，米作面積增加則種蔗面積減少，反之亦然，因此，當米價高時，

日資的製糖會社在推廣甘蔗種植時經常遇到的困難就是農民較喜種稻而不願種

蔗，這將使得糖業的運作發生困難，陷入原料不繼的危險境地，這種情形一般被

稱為「米糖相剋」。 

2. 米價比準法 

由於甘蔗在圃期間長達一年半，而稻米則可一年兩熟，故甘蔗栽植到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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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米價已經有了幾回的變動。由於農民會比較稻蔗的利益再決定栽植何種作

物，製糖會社為了勸誘農民種蔗並保證其種蔗收入不亞於種稻的收入，所以在甘

蔗買收時，就訂定甘蔗的買收價格隨著收穫時米價的變動而變動，此即為「米價

比準法」。 

由於製糖會社不能預知一年半後的米價如何，所以訂定「米價比準法」在

經營上會有風險，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亦即原料區內的農民不種蔗就是種稻

的情況下，製糖會社為了確保甘蔗原料的來源，才會實施「米價比準法」，因此

之故，本文認為「米價比準法」可以作為「米糖相剋」現象的指標。 

3. 斤糖斤米 

戰後初期的民國三十五-三十六年期開始，臺糖公司採取分糖法來收買農民

的甘蔗，然而一如日治時代，仍常常為對抗作物的競爭（主要是米）而致原料不

足所苦，也是為了向農民保證種蔗的收益相當於種稻的收益，所以自民國三十九

-四十年期開始實施「斤糖斤米」政策，即保證收購農糖牌價每公斤二號砂白最

低應等於臺北市蓬萊白米一公斤之批發市價65，此即所謂的「斤糖斤米」政策。

因此之故，「斤糖斤米」可以說是臺糖公司解決「米糖相剋」問題的權宜措施。 

本文認為以地理學的角度來看，「米糖相剋」意指一個地方必須同時能夠種

稻兼植蔗才有發生的可能，這主要決定於地理環境，而要種稻或植蔗則在於人的

決定，因此可以從地理學三大傳統中的人地傳統來探討這個面向，又因為台灣面

積雖小，但氣候南北不同，水文條件各地不一，地形也差異頗大，「米糖相剋」

現象其實是存在空間差異的，這又可以從三大傳統中的空間傳統予以探討。 

因此之故，本研究主要藉由製糖會社所實施的「米價比準法」作為發生「米

糖相剋」問題的指標，以釐清台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其理由是：

如果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話，將使得製糖會社無法就通常的利潤、成本概念去

計算甘蔗的買收價格，因為要追隨米價，且米價的變動無法預期，所以製糖會社

不能掌握預算，對企業的經營而言，這是不方便的，可以說實施「米價比準法」

並不見得是對製糖會社有利，在米價暴騰的時候，甚至不得不以高於成本的代價

買收甘蔗，而以前年期的公積金或將來的利潤作為補充66，因此本研究認為只有

                                                 
65 孫鐵齋，〈臺灣糖業契約原料收買制度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第 7卷第 1期，1954年，頁
75-76。 
66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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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亦即農民傾向抉擇種稻的情況下，製糖會社為了確保原料來

源而必須向農民保證植蔗的收入不低於種稻，這樣，在發生「米糖相剋」問題的

地區製糖會社才會實施「米價比準法」，所以由「米價比準法」的實施地區可以

探究「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其次，「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固然和地理環境有關，但促使米或糖推

擠拉扯的主要力量卻是來自國家機器，在日治時代是內地的殖民母國和台灣總督

府的交互力量，在戰後初期則是國民政府的國家意識在主導，亦即作用在土地上

的“人”的力量有三層，最高層是國家機器，中間一層是製糖會社或台糖公司，

最底層是農民，可是由於地理環境不同，這些作用力必須稍加修正以“因地制

宜”，也由於地理環境不同，所以回應出不同的樣貌，以致形成「米糖相剋」問

題的空間差異，並且隨

著時代趨勢、國家機器

的決策、政權的不同而

呈現出米糖相剋拉扯場

域的變遷（圖 1-1）。 

第二項  研究目的 

何以「米糖相剋」

問題會成為臺灣糖業發

展的關鍵問題？我們可

以從砂糖生產費的構成

及各生產費所佔比重來

瞭解。 

由明治四十二年

（1909）起每隔十年的

變動來看（表 1-7），每

擔砂糖的生產費中，原

料費的比例都在 50﹪以

上，昭和四-五年期受世

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比 圖 1-1，米蔗拉扯場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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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更高達 65﹪以上，  

可想而知，原料費的高低影響製糖業的利潤甚巨，而其中又以向蔗農買收

甘蔗的原料費比重最大，因此，臺灣糖業最重大的問題即在於製糖會社對蔗農的

生產關係上，這種關係兼有階級的和民族的意義67，對抗作物在這中間則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它的存在最令製糖會社頭痛，卻是臺灣農民在殖民地統治下對日

資的製糖會社據以抗爭的籌碼，特別是「稻米」。 

表 1-7，日治時代新式製糖廠生產費構成表（平均每擔費用） 

原料費（圓） 製造費 販賣費 營業費 合計       構成 

年期別 原料代 原料
諸費 

﹪ 圓 ﹪ 圓 ﹪ 圓 ﹪ 圓 ﹪ 

明治 42-43年 
（1909-1910） 2.382 0.397 54.92 0.904 17.87 0.614 12.13 0.763 15.08 5.060 100

大正 8-9年 
（1919-1920） 8.289 3.155 55.10 2.285 11.00 1.312 6.32 5.730 27.59 20.771 100

昭和 4-5年 
（1929-1930） 3.781 1.692 65.73 1.069 12.84 0.719 8.64 1.065 12.79 8.326 100

昭和 14-15年 
（1939-1940） 5.612 59.03 1.236 13.00 1.244 13.09 1.415 14.88 9.507 1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大正 10年、昭和 18年版（1921、1943）。 

但是我們要注意，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氣候、水文條件的不同，並非每

個地方的農民都能握有這樣的籌碼，如此一來，如果一地的業農條件太差，無法

種植和甘蔗足以對抗的作物（主要是稻米），則製糖會社為了規避不確定的風險，

就不會實施「米價比準法」；如果一地的業農環境良好，農民有足夠的條件種植

足以和甘蔗相抗衡的作物，則製糖會社為了確保原料的穩固，就不得不實施「米

價比準法」。 

也就是說「米價比準法」的實施有其時空差異，因此本文認為實施「米價

比準法」的原料區即是「米糖相剋」問題嚴重的區域，未實施「米價比準法」的

原料區，則表示該區農民比較沒有選擇的餘地，即是「米糖相剋」問題比較不顯

著的地方。因此，本文嘗試以「米價比準法」實施的時空變遷為切入點，來討論

「米糖相剋」問題在臺灣的空間差異，並以地理學人地傳統的觀點，深入探討米

                                                 
67 根岸勉治，〈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價格構成〉，《南方農業問題》（東京：日本評
論社，1942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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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競爭激烈地區與不顯著地區的製糖會社，如何因應不同的地理環境，以克服不

利條件而從事糖業的經營？最後並比較日治時代與戰後初期米蔗拉扯場域的變

遷所顯示的意義，要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有： 

1. 釐清日治到戰後初期臺灣糖業甘蔗買收制度的時空變遷，特別是實施

「米價比準法」的時空變遷，並經由探討其所代表的意涵，歸納出臺灣

糖業「米糖相剋」問題所呈現的空間差異。 

2. 由甘蔗與稻米生長條件的差異、臺灣地理環境的差異、和臺灣農民的抉

擇三個面向探討「米糖相剋」問題存在空間差異的原因。 

3. 以臺中州代表米蔗拉扯的場域，臺南州代表米蔗緩衝的場域，分別深入

探討製糖會社如何因應不同的地理環境以發展糖業的事實，亦即製糖會

社如何對抗所謂「米糖相剋」問題，而此對不同地區的蔗農又有何影響？

殖民政府在這過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4. 從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糖業政策，探討這時期發生「米糖相剋」問題的

來源，並進而說明因為「米糖相剋」問題的嚴重而導致米蔗拉扯場域的

南移。 

第三項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以「米價比準法」的實施作為辨認「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以釐清

台灣「米糖相剋」問題的時空間差異，並以個案的方式深入探討台中地區和台南

地區的糖業經營情形，時間範圍則自日本領有台灣開始的 1895 年到戰後初期的

1954 年，始自日治時代是因為台灣在這個時代開始發展新式機械製糖業，終於

1954年的理由有三：其一是戰後好不容易修復的35所糖廠，因為原料不繼，經

營困難，到了這一年前後共撤銷或停閉了9所糖廠，是台糖停閉糖廠的第一個高

峰期；其二是台糖公司從這一年起開始專業養豬，而從事多角化的經營，亦即從

這一年起台糖不再純粹經營糖業；其三是台灣新式糖業自 1900 年發展以來，直

到 1960 年代以降有逐漸沒落的趨勢，此一變動由 1945 年至 1954 年的發展過程

已可看出端倪68。 

以台中地區和台南地區為個案是因為台中地區為臺灣米蔗種植的交界點，

文獻中「米糖相剋」現象最嚴重的地區；而台南地區則是傳統的植蔗地區，也是 

                                                 
68 陳兆偉，《國民政府與臺灣糖業‧1945-195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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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日治昭和〸三年臺灣水稻耕作率分佈概況圖 

資料來源：重繪自川野重任，《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年），卷頭畫，未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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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的主要灌溉區，如此方能彰顯臺灣「米糖相剋」現象的空間差異（圖

1-2）。 

在釐清「米糖相剋」現象的空間差異後，本研究企圖從稻蔗的生長條件以

及台灣的地理環境來探討何以會有空間差異的發生，其次，由於日本內地對台灣

米的需求時有變化，以致國家有時抑制米，有時抑制蔗，米蔗的消長主要顯現在

台中州一帶，而台南州由於興建嘉南大圳後實施三年輪作制，所以成為米蔗緩衝

的場域；戰後初期，國家機器重米輕蔗，加以嘉南大圳的三年輪作制在戰時受到

破壞，戰後並未積極重整秩序，以致米蔗拉扯的場域由台中地區轉移到台南地

區，而台中地區則成為米佔優勢的場域（圖1-3）。 

據此，本文的研究方法，除了最先從事田野調查以瞭解糖業的經營方式外，

主要是整理資料和文獻來論證本研究觀點，資料除了各類已出版的統計調查和研

究成果外，主要以《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各製糖會社的甘蔗獎勵

規程內容，來釐清實施「米價比準法」的時空變遷，並輔以《糖業》、《台灣日日

新報》、《台糖通訊》等專論性報章雜誌以瞭解整個台灣糖業發展的過程和問題，

以期呈現出完整的台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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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米糖相剋」的空間差異研究架構圖 

米蔗爭地 
農民抉擇 

自然環境：氣候 
人文環境：原料採取區制度、水利 

中北部製糖所 

米糖相剋 

 
 
 

抑制米 
國家

抑制蔗

殖民母國 

嘉南大圳

米蔗調和的場域 
台南州 

米蔗拉扯的場域 
台中州 

米價比準法 

三年輪作 

米蔗拉扯的場域 
台南州 

米佔優勢的場域 
台中州 

重米輕蔗 
國家   
       三年輪作破壞

戰後初期

日治時代 



 
臺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1895-1954） 

 32

 


	第一節問題緣起
	第二節文獻回顧
	第三節研究觀點與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