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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米價比準法 

當一個新式製糖場設立完成要開始營運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獲得

甘蔗原料，也就是要以什麼方法來獲得甘蔗原料，才能確保原料供應，又能減低

成本；和製糖會社不同，農民在乎的是土地生產要足以使其全家溫飽而且風險越

小越好，也就是種植對其最有利的作物，這個作物可能是甘蔗，也可能是水稻或

甘薯等雜作。 

如果對農民最有利的作物是甘蔗，那麼對製糖會社而言當然沒有多大問

題，只要照價收買即可；如果對農民最有利的作物不是甘蔗，那麼如何勸誘農民

植蔗就是製糖會社的大問題，而提高收購價格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固定資本的

空置所造成的損失可能比提高價格的損失還大，問題是，要提高到什麼程度才能

夠又讓農民種蔗又盡量維持利潤？日治時代的製糖會社就在一連串的摸索和嘗

試中，一再調整其原料政策，最後在中部水田區發展出所謂的「米價比準法」。 

「米價比準法」意味著蔗價追隨米價，也就是說農民希望種蔗的收入要和

種水稻相當，否則就要種稻不要植蔗，因此我們以為「米價比準法」的實施可以

是「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本章即在究明「米價比準法」實施的時空變遷，以

明白所謂「米糖相剋」問題在台灣的空間差異。 

第一節  日治時代甘蔗買收方法的變遷及其意涵 

要理解「米價比準法」，必先明瞭日治時代製糖會社的甘蔗買收法，為什麼

當初製糖會社決定採用甘蔗買收法？而戰後的國民政府又為什麼決定採用分糖

法？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般製糖場獲得甘蔗原料的方法。 

第一項  製糖場獲得甘蔗原料的方法 

一般而言，製糖場獲得甘蔗原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即原料自作法（自營

農場）、分糖法和原料買收法。 

一、原料自作法（自營農場） 

原料自作法，顧名思義即是製糖會社以自己擁有的土地（社有地），或向人

承租土地，在其上雇用農工，或予佃農�耕以栽培甘蔗的經營方式，即由製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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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為自己提供甘蔗原料，這是確保原料供給及蔗作改良的最理想方法，條件是必

須要有連續而面積廣大的土地。 

大多數從事蔗糖熱帶栽培業的國家係採用此種方法，例如荷蘭殖民下的印

尼爪哇島，由於土地是村落共有且政府禁止買賣，所以集團借地容易且租金便

宜，加以原住民的作物收穫率低，買收甘蔗的話還必須每年獲得政府許可，因此，

其經營甘蔗糖業乃是向當地原住民借用所有地，或開墾荒地以直營自作蔗園69。

對爪哇的製糖業者而言，這是最容易實施且最有利的方式。 

二、分糖法 

分糖法是耕作者在一定的契約下提供甘蔗給製糖者壓榨製糖，再以固定比

例分得其產品（砂糖和糖蜜），該比例通常是五五或六四分帳，古巴、菲律賓以

及臺灣清代的舊式糖�即是使用此方法70。 

理論上，分糖法是製糖業者與蔗農之間利害損益相伴的一種買賣契約，雙

方共同分享或承擔砂糖價格漲落的利益與風險，但在實際操作時則必須克服一些

技術上的困難。 

首先在收取甘蔗原料時，每位農民所種的甘蔗品質不同、含糖率不同，相

同重量的甘蔗壓榨出來的砂糖不一定一樣多，分糖的時候很難做到對每位農民公

平。在舊式糖�時代，由於規模小，兼且用人工製糖，誰的甘蔗壓出多少糖是可

以確認的，但是新式糖廠的大規模機械壓榨則沒辦法；其次則是成品糖的處理，

個別農民手中握有的糖份量不夠，買賣時經常無力議價而蒙受損失，最後只得委

託製糖會社販賣，然而又會引起種種局部性的問題，例如不同等級糖的市場價格

與消費稅等，所以分糖法有必要取得雙方妥協的一致點，而這是不容易的71。 

三、原料買收法 

原料買收是指製糖會社直接向農民購買甘蔗原料，製糖的過程與成品販賣

的種種則與農民無關，方法是每年期於植蔗前先訂定每千斤甘蔗的收買價格，然

後論斤計價。 

原料買收方法的爭議在於買收價格的訂定標準。 

 

                                                 
69 高橋龜吉，《現代臺灣經濟論》（原 1937年出版，台北：南天書局，1995重印），頁 244。 
70 高橋龜吉，《現代臺灣經濟論》，頁 241。 
71 山田權三郎，〈甘蔗原料賣買法改正 必要〉，《糖業》第 5年第 2號，1918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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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製糖場獲得甘蔗原料方法的決定 

臺灣的舊式糖�向來是採用分糖法，即使到日治初期依然如此72，蔗農委託

糖�代工榨糖，如果從甘蔗採收到製成成品間的一切工作都由糖�出工的話，則

蔗農分得成品的四成，糖�分得六成73。 

日治時代後，當新式大規模機械製糖業創始之際，獲得原料的方法乃成為

製糖會社首先必須面臨的大問題，考慮的結果，由於分糖法和原料自作法（自營

農場）都有實行上的困難，最後決定採用最容易實施的原料買收法。 

一、分糖法的困難 

根據日資製糖會社的考慮，分糖法的困難有：1.參加企業的原料供給者人數

眾多，且經濟知識低淺，恐怕惹出種種問題。2.欲藉蔗作的指導助長，以發達大

規模製糖業的原料供給，有實行困難的地方。3.分糖法使得甘蔗耕作處於對抗作

物和糖價的兩面威脅，不能確保原料。其中第一項與第二項不無殖民者的自大心

態，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第三項。 

二、甘蔗自作法的困難 

甘蔗自作是確保原料及蔗作改良的最理想方法，但在臺灣卻有如下的困

難：1.土地的買收需要投注鉅額的固定資本，以發展之初糖業會社的資本規模和

經營狀態而言，到底是不可能的。2.本島農民對於土地有特別強固的執著，大量

的土地買收是不容易的。3.大量的土地買收和土地租賃，將助長地價與地租的騰

貴，對於自作的採算不利。4.直營耕作法在施肥、勞力、其他經費方面，遠大於

一般耕作者，但其收穫卻未必等量增加，此乃因為臺灣的自然條件和舊慣等，常

不利於直營，例如（1）風水旱害的來襲與氣候、地質等情況，使得施肥和勞力

的效果與其施量不成比例，（2）勞動力比較不足，勞力資本不低廉，（3）大面積

的耕作易陷入粗放，對勞動者有監督指導的必要74。 

由於上述情況的評估與考慮，日資的製糖會社最後是以原料買收法為主，

而輔以甘蔗自作法來經營在臺灣的新式製糖業，然而原料買收法的關鍵就在於買

收價格的決定，理論上，甘蔗製成糖以後出售，當然是以糖價為購買甘蔗的決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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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73 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6期，1983年，頁 97。 
74 高橋龜吉，《現代臺灣經濟論》，頁 24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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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但在台灣卻無法單純地這樣操作，這就是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特殊性之

一。 

第三項  日治時代甘蔗買收方法的變遷及其意涵 

雖說日資製糖會社已經決定用買收法來獲得原料甘蔗，但對製糖會社和臺

灣農民而言，這都是全新的經驗，加以對臺灣的農業環境不熟悉，氣候變化不熟

悉，更且砂糖的市場價格也是變動不居的，為了確保甘蔗原料的獲得和糖業順利

地運作進行，在許多狀況無法掌握下，製糖會社只得一步步實驗摸索的前進，要

說日治時代原料政策的變遷就是製糖會社摸索嘗試的過程一點也不為過，這期間

甚至也嘗試過分糖法，一直到昭和中期各製糖會社才終於有了穩定的獎勵制度和

收買方法。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臺灣糖業獲得原料的方法，不能像爪哇或菲律賓般單

純而一致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非先明白整個糖業原料政策的變遷過程不可。 
明治三十三年（1900）台灣製糖株式會社首先於橋子頭（今高雄縣橋頭鄉）

設立新式製糖場，最先遭遇甘蔗買收的問題，隨後設立的製糖會社或跟隨台灣製

糖的方式或因地方不同而作修正，直到終戰前，整個糖業甘蔗買收方法的變遷如

下75： 

一、 最初的紛擾不安 

創立於明治三十三年十月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於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十四

日建築工事竣工，十一月三十日機械安置完成，一晝夜的壓榨能力是 250英噸，

亦即一天 24 小時需要消耗 423,353 台斤的甘蔗，原料需求的壓力可說相當大，

為了完工後能立即營運製糖，早在三十四年一月即著手買收橋子頭和岡山附近的

土地作為社有農場76，六月下旬開始和工場附近的各村落交涉甘蔗買收的事情，

由於同區內有 30 多個舊式糖�，難免引起原料的爭奪，所以最初進行得並不順

利，十一月甚至由後藤民政長官親自出馬，召集庄長、參事和地方有力人士共五

十八名於當社事務所開會，諄諄說明新式製糖會社和舊式糖�的不同，其時代性

以及和地方民眾的關係等。然而此次效果顯然有限，所以製糖會社再招待糖�主

參觀新式工場的作業情形，糖�主參觀之後驚嘆於機械的神奇而覺悟無法與之競

                                                 
75 這整個過程主要參考《台灣糖業概觀》（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27年），頁 119-122；
《台灣 糖業》（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5年），頁 70-73。 
76 伊藤重郎，《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共同印刷株式會社，1939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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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再加上該年施行消費稅法，製糖者需負擔消費稅。就這樣，在長官的訓示、

新式製糖機械的威力和砂糖消費稅法的施行三管齊下下77，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才

終於解決了原料買收的問題。 

然而原料價格的決定卻是一大難題，由於買賣雙方都沒有經驗，最後決定

根據舊式糖�的分糖所得和甘蔗斤量逆算出每千斤甘蔗的價格78，其計算公式

為：（糖價×總製品量×蔗農分糖比例）/原料甘蔗斤量79。 

製糖會社雖然根據舊慣來推算甘蔗價格，然而自清代即已表現出濃厚逐利

思想的台灣農民，認為投下鉅額資本的新式製糖業必有厚利可圖，所以希望提高

甘蔗的買收價格，甚至抱持抗拒的態度，需要原料孔急的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不得

不忍痛犧牲，在隔年（1902）將買收價格提高三成，一方面也煞費苦心地盡量期

望由自作農場生產所需原料的一半以抑制高漲的蔗價。 

與此同時，總督府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七日以新渡戶稻造的「糖

業改良意見書」為基礎發佈了律令第 5號的「臺灣糖業獎勵規則」80，一時之間

日本資本家和臺灣有力者大受鼓舞，紛紛向總督府申請設立製糖場，高雄人陳中

和在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創立新興製糖合股會社於今高雄縣大寮鄉山子頂，三十

七—三十八年期著手作業81，台南富商王雪農於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設立鹽水港

製糖工場於今台南縣鹽水鎮岸內82，亦於三十七—三十八年期著手作業83，此外

改良糖�也於明治三十七年起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截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

一月止，全臺灣共設有新式製糖場 7所，改良糖� 4所，和舊式糖� 1,055所，

舊式糖� 的壓榨能力不計的話，新式製糖場和改良糖� 一晝夜的壓榨能力共

1,702 英噸84，可想而知，各製糖場間必然發生嚴重的原料爭奪問題，進而擾亂

甘蔗收購價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糖務局首先於明治三十七年五月諮詢鹽水港廳長的作

法，即以廳令公布糖�取締規則並指定糖�限制區域，同年六月總督府廳長會議

                                                 
77 伊藤重郎，《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頁 126-128。 
78 伊藤重郎，《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頁 12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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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80《臺灣糖業概要》（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年），頁 8。 
81《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3年），頁 6、18。 
82 澤全雄，《製糖會社要鑑》（東京：博文館印刷所，1917年），頁 74。 
83《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頁 8。 
84《臺灣糖業統計》，（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糖務課，1914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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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的結果，認為有必要模仿鹽水港廳的例子，於是鳳山廳於七月，阿緱廳於九

月紛紛以廳令公布糖�取締規則並指定限制區域，鑑於其實施結果成效良好，總

督府遂於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七日以府令第 38 號發佈了「製糖場取締規則」85，

從此開始了直到戰後依舊不能不實施的「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二、 原料採取區域制度的規定 

「製糖場取締規則」的第一條和第三條內容86如下： 

第一條   全部或部分應用新式機械的製糖場，依此規則，其設立必須受臨時台

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總督）的許可，設立後工場設計的變更等

場合亦同。 

未獲得設立或變更許可的製糖場，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

總督）不論何時得命其拆除或變更。 

第三條   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總督）在許可設立或變更製糖場時，

並限定其原料採取區域。 

在前項原料採取區域內，未受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總督）

的許可，不得設立糖� 。 

隨後又在同年的十一月二日以府令第 82號改正第三條第二項，經陸續的改

正後87，其內容為： 

在前項原料採取區域內，未受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總督）

的許可，不得設立依在來構造之糖� ，又製糖業經營者必得買入其區
域內之甘蔗，但受臨時台灣糖務局長（後來改為臺灣總督）許可者，

不受此限。 

原料採取區域內之甘蔗，未經台灣總督（後來改為所轄州知事或廳長）

之許可，不得搬出此區域外，或供製糖以外之用途。 

總督府係依據兩個理由而設定原料採取區域88，即 1.甘蔗的性質特殊，採收

後必須在短時間內搬運到製糖場壓榨，否則因過熟或太陽曬射太久，其糖份將變

質為轉化糖而減少含糖率89。2.設定製糖業者和原料供給者間的供需關係，使產

                                                 
85《臺灣糖業概觀》（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27年），頁 28-29。 
86《臺灣總督府報》第 1764號，明治 38年（1905）6月 7日。 
87《臺灣總督府報》第 1858號，明治 38年（1905）11月 2日；《臺灣糖業概要》，頁 10-11。 
88《臺灣糖業一班》（台南：臨時臺灣糖務局，1908年），頁 54-56。 
89 西流，〈糖業詞彙二〉，《台糖通訊》第 1卷第 8期，1947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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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然的約束。 

雖說此制度在後來被認為是使臺灣糖業勃興的主要制度之一，糖務局也宣

稱這是對製糖業者和蔗農雙方都有利益的制度，然而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後，

原料買收並未就此順利展開，臺灣本地的知識份子認為這是製糖會社壟斷蔗價，

壓迫台灣農民的制度，蔗農間也心慌而疑懼，有人高唱區域採取制度對蔗作不

利，要求提高原料價格，降低或撤廢等級標準；也有人抗議秤量不正確，割取順

序不公平等，加以會社當局對此業務尚不熟悉，處理失當，以致在缺乏互信之下

糾紛迭起，在中南部的的嘉義、台南和阿緱三廳曾經為了解決這些紛爭而採用認

可主義，亦即甘蔗買收價格必須全部接受廳長的認可才行，然而對於不服從命令

的會社卻沒有辦法加以制裁，以致實行不久就廢止了，這期間，製糖會社甚至也

曾使用強制的手段逼迫農民種蔗90。 

值得注意的是，原料採取區域的規定，固然使製糖業者在原料獲得上置於

比較確實的基礎，也就是使製糖會社成為原料區內的獨買者，然而總督府卻無法

強迫區內的農民一定要種甘蔗，亦即農民仍保有栽培作物的自由。 

理論上，獨買者可以操縱購買價格，但因為農民可以自由選擇作物，當價

格太低時，農民可以改種其他作物（製糖會社稱此其他作物為對抗作物），其他

作物的價格並不受製糖會社支配，所以事實上，製糖會社想要如何地壓低收購價

格也是有限的，因為可能導致原料不足而使製糖工場產能閒置，其損失將更大。 

反過來就農民而言，如果他的田地土質、水源等條件良好，可以種植水稻

等價值相當的作物，這時製糖會社若希望這塊田地耕種甘蔗的話，就必須提高收

購價錢，至少要和種對抗作物的收入相當，農民才願意種甘蔗，由於臺灣主要的

對抗作物是稻米，「米糖相剋」的說法就這樣而來；但如果田地條件不好，例如

位於山坡地或海邊，或是旱田、看天田等，沒有種植對抗作物的條件，種甘蔗已

經是最好的選擇的話，這時製糖會社當然會壓低價錢來收購甘蔗，農民也沒有辦

法。 

所以說在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下，隨著各地方耕地條件的不同，「米糖相剋」

的發生是有區域差異的。 

 

                                                 
90 稻田昌植，《臺灣糖業政策》（台北：拓殖局，1921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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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紛爭的解決與製糖會社的應對 

會社方面為了原料獲得的安固，所以制訂各種獎勵方法，設立補助金、獎

勵金等，並給予耕作資金的貸款，勸誘農民和會社有共存共榮的觀念，所以約至

明治四十一年（1908）左右，各種紛爭才漸漸止息。 

為恐再次無法掌握原料供應，當時台灣製糖的後壁林製糖所（今高雄小港）

和北港製糖，開始買收廣大的耕地，並向總督府預約開墾拂下地；而製糖所主要

分佈在中部水田區的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則標榜自作自給主義，以高價的租金租賃

大面積的水田來栽培甘蔗以求原料供應的自給自足。 

四、 土地所有熱的高漲與自作熱的退卻 

明治四十四年和大正元年（1912）的大暴風雨，使甘蔗減收四到六成，一

時各地農家因害怕而廢棄蔗作的風氣四起，製糖會社只好以贈送慰問金，以及前

貸金一部份或全部減免為策略，並且不得不提高甘蔗收購價格。為了將來著想而

必須經營自作農場的說法甚囂塵上，這中間也有人認為將來若是地價上漲則形同

會社資產的自然增加，因此掀起一股土地所有熱。台灣、東洋、明治、鹽水港等

製糖會社紛紛絞盡腦汁買收土地乃至預約開墾拂下地，終獲得廣大面積的土地並

開設為自作農場，這時原料的部份自給並改善甘蔗農業的設施蔚為風氣。 

然而經過多年的自作經驗，並未達到原料經濟生產的理想，東洋製糖鑑於

數年的經驗，寧願將所有地長時間以便宜的價格放租給篤農家，並指導之以改善

肥培耕作，如此自然增加農家的收益，農家也會因愛護土地而延續會社的利益，

這種將自有地放租給農民耕作的方式在大正十一年（1922）左右，漸漸成為原料

政策的新趨勢。 

為什麼製糖會社在自有農場從事自作會失敗呢？例如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

後壁林農場，其農場的耕作費是普通蔗園的兩倍以上，但收穫量卻未等比例增

加。根據杉野嘉助的分析，製糖會社在自有農場自作失敗的原因包括：1.蔗苗的

退化。2.氣候風土的關係無法表現出百分百的施肥效果。3.勞力不夠普及。4.直

營的農場勞工態度怠慢，隨而增加耕作費。5.風水害的影響91。 

五、 獎勵補助範圍縮減的趨勢 

由於各種名目的補助獎勵金太過繁瑣致使蔗農不堪其擾，加以蔗農已能自

                                                 
91 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台北：台北印刷株式會社，1919年），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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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努力地增加收穫，有些名目已不必要，所以漸漸地有縮減補助獎勵的範圍和程

度的傾向。 

六、 從耕地面積的擴張到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到含糖率的提升 

向來製糖會社為了確保原料，只有頃力在甘蔗耕作面積的擴張，大正九年

（1920）的後半年後，鑑於糖界的不景氣以及生產的低下，蔗農只好在小面積的

耕作上盡量獲得多量的原料以增加收入，各會社也競相在收穫率上努力，加以大

正十三年後蓬萊米栽培普及，威脅水田地方的蔗作92，所以原料政策已經從以前

以面積增加為主轉而以單位面積收穫量增加為主（圖 2-1）。 

昭和年間以來更致力於含糖率（每百斤之甘蔗能生產的砂糖斤量）的提升，

除了強調品種的選擇栽培，其他如收穫時甘蔗的調製也都加以徹底的指導，例如

明治年間的含糖率幾乎都在 7.5﹪左右，到了昭和八--九年期（1933-34）提升為

14.1﹪，創當時世界最高紀錄93。 

臺灣甘蔗耕作面積與單位面積產量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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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甘蔗栽培面積與單位面積砂糖產量的比較（1898-193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各年期。 

                                                 
92 《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頁 2。 
93 〈小言—臺灣糖業之消長〉，《台糖通訊》第 3卷第 2期，194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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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分糖法的實施與失敗 

在上述整個原料買收政策的變遷下，另外有一個買收方法，是歷來的糖業

研究者未曾提起過的，那就是分糖法的實施與失敗，雖然實施的範圍很小，時間

也不長，但卻有著指標性的作用，因為可以作為戰後分糖法的討論基礎。 

大正九年（1920）的後半年，糖價慘落，糖業界急轉直下，彷彿陷入恐慌

時代，臺灣糖業無望的說法盛行一時94。由於無法獲得預定的原料，痛感經營的

困難，沙轆、台南（玉井工場）、新竹（苗栗工場）三個製糖會社認為恢復臺灣

舊慣的分糖法也許可以慫恿農民種植甘蔗，因此在大正十一--十二年期（1922-23）

開始實施分糖法，除了沙轆製糖會社情況特殊外，其餘兩社均未能收到預期的成

績，尤其當時米價騰貴，有人倡言栽培內地種的蓬萊米較有利，農家對栽植甘蔗

陷入躊躇的狀態，到了大正十五--昭和二年期95（1926-27）兩社就廢掉分糖法而

恢復一般定價買收法，總計共實施五個年期的分糖法。而沙轆製糖則實施到昭和

五--六年期（1930-31），共計實施九個年期96。 

到底為什麼這三個製糖會社無法實施理想的分糖法呢？實施的情形到底如

何呢？以大正十五--昭和二年期為例，到大正十五年二月底為止全臺灣甘蔗植付

面積共計 7萬 5千餘甲，比十四年同期減少約 1萬 1千甲，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

是實施分糖法的新式製糖場，沙轆製糖的植付面積為 452甲，新竹製糖為 147甲，

台南製糖（包括宜蘭工場）為 1,197甲，和預定面積相比，沙轆只達到預定面積

的三分之一，新竹達到六分之一，台南則不到四分之一，其他的製糖會社（台東

除外）最少的也達到預定面積的二分之一，多的則達到八成，全部新式製糖平均

約達到七成強，採用分糖法的製糖會社成績最為不振，主要原因就是米作熱的影

響以及糖價的暴落97。在古巴和菲律賓被稱為最合理的分糖法，至此證明在臺灣

無法實施，因為有競爭作物的存在。 

由上可知，缺乏殖民地經營經驗的台灣總督府，和缺乏甘蔗糖業經營經驗

的日本資本家，為了獲得充分的甘蔗原料，必須隨著各種狀況如氣候、糖價、米

價、農民性格等，不斷調整其獲得原料的作法，終在嘗試錯誤的過程中，將台灣

糖業的發展推向高峰。 
                                                 
94 《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頁 2。 
95 1926年 12月 25日以前為大正十五年，12月 25日以後改為昭和元年。 
96 《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 
97 〈分糖法 窮迫〉《糖業》第 13年第 4號，1926年，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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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甘蔗原料買收價格的類型 

就在甘蔗買收方法的摸索與變遷過程中，製糖會社發展出一套買收甘蔗的操

作模式，並以每年植蔗前發表的蔗作獎勵規程為工具，據以因時因地來控制收買

價格。 

第一項  原料買收的運作 

在這一套買收甘蔗的操作模式中，有兩個關鍵性的設計，一個是原料委員

的設置，另一個則是蔗作獎勵規程的內容。 

一、行政運作 

收買甘蔗原料是屬於製糖所農務係下的原料區駐在所所管轄，在原料採取

區域制度下，通常以耕地面積二千甲內包含甘蔗栽植面積二百甲為範圍，設立一

個原料區，每一原料區設一個駐在所，每一個駐在所設一個「駐在指導員」和二、

三名補助員，負責掌理該原料區的地籍、蔗農戶口和文書等工作，通常由農業學

校出身的日本人擔任，並另設一原料委員，通常為地方上的有力人士98，如各街

庄的「保正」等，負責和駐在指導員共同推廣甘蔗的種植，指導施肥等，由於是

在地臺灣人，所以是會社和蔗農之間溝通的橋樑99，有時也是蔗農的保證人或代

理人100。 

原料委員負責的詳細事項，依各製糖會社的作風而不同，例如臺灣製糖株

式會社的原料政策是以自作為主，而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則是以買收為主101，因此

明治製糖就較臺灣製糖更倚重原料委員102，所以原料委員所能獲得的酬勞也不盡

相同，大部分原料委員並沒有固定的薪資，傳統上甘蔗的採收搬運、土地改良等

工程都由其承攬轉包，以示酬庸，此外，有些會社對於績效良好的原料委員也會

給予額外獎勵103，甚至招待到日本內地觀光104。 

原料委員推廣植蔗經常是靠人情、講面子，所以聲望、經驗和財富是推廣

                                                 
98 高橋龜吉，《現代臺灣經濟論》（原 1937年出版，臺北：南天書局，1995重印），頁 249-250。 
99 涂順從，《鹽水製糖—岸內糖廠人文生態》（新營：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 78-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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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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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102 楊乃藩，〈南臺走馬（一）〉，《台糖通訊》第 12卷第 3期，1953年，頁 24。 
103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76。 
104 大日本製糖會社曾經招待 10名原料委員到日本觀光一個月，每人費用 350圓由會社負擔。見
《臺灣日日新報》二版，大正 13年（1924）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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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蔗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這個職務常是「子繼父職」105，因為累積的人脈

資源是很重要的。 

原料區就在駐在員和原料委員的通力合作下，展開了原料推廣的工作，這

個工作的重頭戲之一就是每年於開始植蔗前106，製糖所在各原料區（或數個原料

區），選一蔗農易達性較高的地方舉行「蔗作獎勵規程發表會」，參加人員包括地

方官員、仕紳、會社相關人員、原料委員、蔗農和警察等，會中主要向蔗農宣布

蔗作獎勵規程的內容，表示該年期植蔗推廣工作的開始，之後即陸續和蔗農訂定

植蔗契約107。 

蔗作獎勵規程的內容和原料委員的“面子”，通常就是推廣植蔗是否成功的

關鍵因素。此外，對於甘蔗買收價格的決定，原料委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蔗作獎勵規程 

由於蔗作獎勵規程的巧拙直接影響翌年期的甘蔗栽植面積和生產費，各製

糖會社都予以最慎重的決定後始發表，其內容不單只是農學上研究的結果，其他

還必須參酌如競爭作物的價格，水田和旱田的區別，一作田、看天田和二作田的

區別，南部地方和中北部地方的地理、氣候不同，排水灌溉設備的有無，各地風

俗、習慣、民情等，必須先確立蔗作獎勵的根本方針，再基於此方針決定獎勵的

條項。 

如果沒有根本的蔗作獎勵方針，只是一時的、臨機的獎勵內容，往往招致

危險的結果，例如地力的消耗、收穫率的低下，或農民經濟的破壞等，因此獎勵

的內容必須經過最慎重的研究之後始能決定108。 

1.內容 

各製糖會社的的蔗作獎勵規程內容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十二項109： 

（1） 甘蔗買收價格：無論對製糖會社或蔗農而言，這都是最重要的一項，通常

                                                 
105 楊乃藩，〈中部屐痕（五）〉，《台糖通訊》第 10卷第 2期，1952年，頁 3。 
106 大正十三年（1924）以前，製糖會社主要在製糖期開始之前或之後才發表買收價格，但這樣
常和蔗農發生糾紛，所以後來就改為在開始植蔗前發表買收價格。見《熱帶產業調查會—糖業
關 調查書》（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年），頁 8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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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108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30-31。 
109 本段內容主要整理自以下三份文獻：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32-79。
殖產局特產課，〈本島蔗作獎勵 現狀〉，《糖業》第 13年第 9號（臺灣糖業研究會，1926年），
頁 13-17。《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台灣糖業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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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千斤為單位，給予每千斤原料費若干和補貼款（割增金）若干，也有以

田、�或甘蔗品種不同而區分金額的。 

（2） 耕作資金前貸：由於甘蔗的栽植期間長達一年至一年半，這期間農民耕作

需要支出現金，因此這個項目對農民的植蔗意願影響頗大，幾乎每家製糖

會社都有貸款的服務，規程中通常以栽植的面積或收穫斤量作為貸出金額

的標準，並載明利息以及歸還方式。 

（3） 蔗苗補助及貸付：蔗苗費原為耕作者的負擔，但會社也給予相當的補助，

若是遇到凶年，並給予無息或低利貸款。 

（4） 早植獎勵：製糖會社為鼓勵早植，也由於早植佔用田地較久，所以按栽植

月份給予不同的獎勵金。 

（5） 肥料補助：在製糖會社認可的肥料使用條件下（如按時定量，不移作別的

作物之用），按收穫斤量給予肥料補助金。 

（6） 灌溉及排水補助：在會社認可的田地，按照規定時間實施灌溉或掘溝排

水，則根據面積給予補助金。 

（7） 水田及看天田獎勵補助：在會社認可的水田或看天田，按照規定栽植甘

蔗，則給予獎勵金。 

（8） 集團蔗園獎勵：通常限於水田面積在三甲以上的集團蔗園，按原料斤量給

予獎勵金。 

（9） 多收獎勵：按照會社指導的方法耕種，單位面積產量達到某基準之後即給

予獎勵金，產量越多獎勵金也越高。 

（10） 原料調製獎勵：在割取作業時，按照會社的規定刎尾、綑綁成束等，務

使不夾雜物，則根據斤量給予獎勵金。 

（11） 其他特殊補助獎勵：例如海岸地方特別蔗作獎勵、糊仔甘蔗獎勵補助、

開墾補助等。 

2.特色 

由上述獎勵規程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事實上製糖會社是利用獎勵規程作

為耕作改良的工具，或說是教育蔗農耕作技術的工具，蔗農如果按照會社指定的

方法耕作，就可以獲得各種補助和獎勵金，對臺灣農民而言，這是最迅速有效的

推行耕作改良的方法，而會社也在這個過程中，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並進而降

低原料成本，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獎勵內容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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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製糖會社其獎勵內容固然不同，即使同屬一家製糖會社，但因製糖

所所在位置不同，其獎勵內容也會因應區域差異而作調整，又可略分如下： 

（1） 買收價格不同：例如昭和四年期的獎勵規程，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下的新

營和岸內工場，其原料買收價格及補貼款合計為每千斤四圓四十錢，同屬

鹽水港製糖會社但位於中部的溪州製糖所，其買收價格則為田每千斤五圓

三十錢， 每千斤四圓五十錢，中部地區的買收價格較南部為高。 

（2） 獎勵項目不同：例如同年期同會社，溪州製糖所比新營和岸內的獎勵項目

多了多收獎勵、水田集團特別獎勵。 

（3） 因應地方特色：例如鹽水港製糖的花蓮港製糖所有一項蕃人特別獎勵，若

是原住民耕作的蔗園，每甲五萬斤以上即給予獎勵金，漢人的話則每甲要

八萬斤以上才給予獎勵金；又如大日本製糖的虎尾製糖所的一項嘉南大圳

甘蔗區，在嘉南大圳輪作區內的甘蔗區，若植蔗面積佔總面積的 80﹪以

上，即付予農民上年度的埤圳維持費每甲八圓。 

（4） 因應原料區的地理條件：例如昭和十—十一年期新高製糖的彰化工場，就

將其原料區再分為海岸區、台地區和普通區（介於海岸區和台地區之間），

當水田補助時，海岸區的補助金額最低，而給予糖汁濃度的賞與金時，則

以台地區的濃度標準最高，要 22 度以上才賞給每千斤二十錢，海岸區只

要 18.5度以上即可拿賞金。 

可見得日治時代的製糖會社善於因應地方差異調整原料買收的內容，算是

非常精算。在這樣的精算下，對製糖會社和蔗農都最重要的買收價格是如何訂定

出來的？ 

第二項、買收價格的決定要素 

買收價格的決定要素主要是對抗作物的價格、糖價和農家經濟。 

原料的價格不單決定於成品的價格，亦即甘蔗的買收價格不只決定於糖

價，甚至更決定於對抗作物的價格，這是臺灣糖業收購原料的特色，總督府技師

土井季太郎的這段話或許可作為此特色的最佳註解： 

「砂糖的原料不以砂糖的價格為收買基準，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現象，也

是沒有辦法的呀！…由於本島的甘蔗有各種對抗作物的存在，所以砂糖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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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問題，便宜的時候誰要種甘蔗呢？這將使鄭重投入鉅資設立的工場站不起

來，所以必須樹立以米和甘薯等敵作物為收支經濟考量，再據以決定買收價格的

原料計畫。110」 

一、買收價格的構成 

依據蔗作獎勵規程的內容，蔗農賣掉甘蔗所能得到的報酬總共有三種，即

原料費、補貼款和獎勵金。 

原料費是買收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會社對蔗農收購甘蔗的最低保證

價格，大部分會社的原料費是固定的，只有少數會社又依據甘蔗品種、調製情形

而將原料費等級化111，昭和七—八年期之前，各會社間的原料費定價並不相同，

在這年期的獎勵規程中，各會社的原料費開始採統一化措施112。 

補貼款和原料費關係密切，兩者共同構成所謂買收價格，它雖然和原料費

一樣經常是固定的，不過也有會社依據品種、米價、收穫期別而有不同的金額，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昭和七—八年期原料費統一之後，各社的補貼款有了更多的

變化，也就是說，如果買收價格中原料費扮演的是收購甘蔗的底價，那補貼款就

是扮演彈性訂價的角色，製糖會社藉以緩和各原料區地理的、經濟上的差異113，

當然也藉以更貼切地操縱買收價格。 

獎勵金也是一種彈性的應用，製糖會社根據各地需要，提供例如早植獎勵、

濃度獎勵等，所以不是全面性的，其目的都是為了改良甘蔗農業的技術，只要蔗

農做到會社的標準，即給予獎勵，甚至還順應民情風俗推出抽獎券做為獎勵金，

大日本製糖的虎尾製糖所在昭和五—六年期的規程中就規定只要每甲收穫量 15

萬斤以上，即可得抽獎卷，第一獎金額高達 200圓，最末獎為 1圓，保證人人有

獎。 

二、對抗作物與買收價格 

由於原料採取區域制並沒有限制農民耕種作物的自由，所以農民會比較各

種作物的收益後再決定是否栽植甘蔗，這也就是製糖會社不能只根據糖價而必須

根據對抗作物的收益來訂定買收價格的現實原因。 

                                                 
110 直接引自平山勳，《臺灣糖業論》（台北：臺灣通信社發行，1935年），頁 58-5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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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60-161。 
112 《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 
113 根岸勉治，〈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價格構成〉，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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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原料區地理、經濟條件不同，對抗作物也不相同，製糖會社是怎麼

操作的呢？這時候原料委員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製糖會社委託原料委員調查原

料區內蔗作以外其他作物的市場價格，中北部主要是米作，南部主要是甘薯作，

經公平的調查和合理的計算後，暫定出買收價格，先揭示給區域內的蔗農，經其

預先同意後再公開發表，蔗農認為可以接受的話就和製糖會社訂下契約，會社對

農民是否種植甘蔗沒有強制性114。 

對抗作物越強的地區，對買收價格的影響就越大，有時甚至超越糖價，中

北部的米作區即是呈現這樣的現象。 

三、糖價與買收價格 

雖說買收價格必須參考對抗作物的收入來訂定，難道作為砂糖原料的甘蔗

收購價格真的如矢內原和�照彥等人所說和糖價無關嗎？ 

根岸勉治認為買收價格和糖價的關係主要表現在糖價慘落和生產過剩必須

產糖限制時，製糖會社為了恐怕不敷成本和藉機縮小甘蔗栽培面積，就會調降買

收價格115。 

那麼，當糖價高漲時，製糖會社會不會提升買收價格？岩木龜彥研究從明

治三十六年（1903）到大正十年（1921）間影響甘蔗耕作的因素有糖價、米價和

暴風雨，其中單獨受糖價影響的大正六年和七年，即是因為前一年糖價上漲導致

次年甘蔗耕作面積的增加116，可見得糖價上漲時買收價格也跟著提高。此外古慧

雯和吳聰敏在一連串的統計分析後指出「糖市的景氣對於蔗價的影響則可肯定為

正」、「臺灣的蔗價其實深受日本糖價的影響」117。張榮原更進一步指出「日本實

質糖價的波動對台中州沒有顯著影響，但對台南州則有顯著影響。118」可見矢內

原和�照彥是誤將台中州的現象視為全臺灣的現象。 

四、農家經濟與買收價格 

買收價格也不能單以糖價或對抗作物的收益來計算，因為蔗農會考慮自家

的經濟狀態來決定是否栽植甘蔗，所以農家經濟狀態對買收價格也有某種程度的

                                                 
114 左左英彥，《臺灣之產業 其取引》（台南新報社台北印刷所，1928年），頁 151、156。 
115 根岸勉治，〈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價格構成〉，頁 148-149。 
116 岩木龜彥，〈甘蔗 耕作 支配 要因 就 〉，《臺灣農事報》第 16年第 8號，1922年，
頁 22-2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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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9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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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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例如農民會考慮自家勞力的利用度，而採輪作方式；蔗作的耕作期太長，

回收慢，地主會比貧農願意種蔗；為了需要蔗葉作燃料和牲畜飼料而種蔗；為了

能夠自家消費而種稻等119。 

就因為甘蔗買收價格受對抗作物的收入、糖價和農家經濟所影響，所以因

各地狀況不同，也就呈現出不同的型式。 

第三項、買收價格的類型 

由於各地地理、農民經濟情況不同，製糖會社買收價格的型式也不相同，

在此根據原料費、補貼款和獎勵金的定價情形將之區分為「一般定價法」和「米

價比準法」。 

一、一般定價法 

這是指製糖會社經各種因素的考慮後決定出一套包括原料費、補貼款和獎

勵金的買收價格，除了獎勵金是根據不同的獎勵內容而給予外，原料費和補貼款

的價格幾乎是固定的，這種方式為大多數的製糖會社所採用，故本文稱之為「一

般定價法」。 

其型式與內容又不盡相同，最簡單的型式如「本期原料以下列價格予以買

收，原料每千斤買收價格四圓，補貼款五十錢，合計四圓五十錢。120」稍複雜的

型式則根據品種加以區別，如「本期原料價格及補貼款每千斤如下：指定品種買

收價格為四圓，補貼款五十錢，合計四圓五十錢；其他品種買收價格為二圓七十

錢，補貼款三十錢，合計三圓。121」最複雜的型式是根據品種別、田�別和原料

調製的良否來定買收價格，如「水田指定品種每千斤七圓十錢，其他品種五圓七

十錢；旱田指定品種每千斤六圓二十錢，其他品種五圓五十錢，不符合調製規定

每千斤減少五十錢。122」 

在這種定價法下，雖然有品種、水旱田、收穫或栽植月份等的區別，獎勵

金也根據不同的栽植條件而訂定，但就個別的蔗農而言，其田地的條件一定或耕

                                                 
119 根岸勉治，〈製糖原料甘蔗獲得機構 原料買收價格構成〉，頁 154-155。 
120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虎尾製糖所，昭和四—五年期蔗作獎勵規程，見該年期《糖業》臨時增
刊—蔗作獎勵號，台灣糖業研究會。 
121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總爺工場，，昭和四—五年期蔗作獎勵規程，見該年期《糖業》臨時增刊—
蔗作獎勵號，台灣糖業研究會。 
122 新竹製糖株式會社，，昭和五—六年期甘蔗栽培獎勵規程，見該年期《糖業》臨時增刊—蔗
作獎勵號，台灣糖業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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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一定，則其所能賣得的甘蔗價錢也是固定而可以預估的。 

二、米價比準法 

這是指製糖會社根據米價來定甘蔗的買收價格，而且是一種滑動比準法

（sliding scale），由於買收規程是在收穫的一年半前就要發佈，這期間的米價會

有數次變動，漲落情形難以預估，所以用滑動比準的方式，對製糖會社而言，這

種方式可以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規避萬一固定價格比到時候的

米價還高的風險，憂的是萬一米價高漲，也就只好硬著頭皮犧牲利潤或賠本；對

蔗農而言，則可以保證種蔗的收入不低於種米的收入，求得安心。各製糖會社米

價比準的內容與型式也不盡相同，但主要多作為補貼款和獎勵金： 

1.作為補貼款 

這是指以米價比準的方式作為補貼款，有簡單的文字敘述式和表格式。 

例一：文字敘述式—昭和製糖的宜蘭製糖所（昭和四年期） 

「以昭和 4 年度收穫的穀價為基準給予補貼款，若在來種稻穀百斤值 5 圓以上

時，甘蔗一千斤給予 30錢，若是 6圓以上，則給予 60錢。 

穀價以宜蘭並羅東郡役所調查的，7月及 11月中宜蘭、羅東街在來種稻穀的平

均價格為準。」 

例二：表格式—帝國製糖的台中、潭子墘工場 

「本期甘蔗每千斤價格依下表決定— 

田 � 官半斗一石稻穀

價格（圓） 
買收價格
（圓） 補貼款 水田獎勵 計 補貼款 計 

4.80未滿 4.00 0.9 0.7 5.60 0.90 4.90 
4.80以上 4.00 1.00 0.8 5.80 1.00 5.00 
5.10以上 4.00 1.10 0.9 6.00 1.10 5.10 
5.40以上 4.00 1.20 1.00 6.20 1.20 5.20 
5.70以上 4.00 1.30 1.10 6.40 1.30 5.30 
6.00以上 4.00 1.40 1.20 6.60 1.40 5.40 
6.30以上 4.00 1.50 1.30 6.80 1.50 5.50 

上表穀價以大屯郡在來種稻穀市場為準，由會社根據昭和 5年期前期的平均和後

期第一回、第二回的平均加以平均，厘以下捨去不算。」 

2.作為獎勵金 

這是指以米價比準的方式作為獎勵金，主要用於水田蔗作獎勵和栽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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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水田獎勵金—大日本製糖的烏日製糖所 

「當社認定適當的水田，依前項栽培方法，設置 5甲以上的集團蔗園者，依在來

種稻穀的價格比準，交付獎勵金，若集團面積未滿 5 甲，則原料每千斤減額 10

錢。 

官半斗一石稻穀價

格（圓） 
原料每千斤獎勵金

（圓） 
官半斗一石稻穀價

格（圓） 
原料每千斤獎勵金

（圓） 
4.50未滿 0.30 5.70以上 1.31 
4.50以上 0.50 6.00以上 1.50 
4.80以上 0.70 6.30以上 1.70 
5.10以上 0.90 6.60以上 1.90 
5.40以上 1.10 - - 

稻穀的價格以台中市場昭和 4年 7月及 12月中的平均價格為準。 

※ 昭和5-6年期改為以台中市米穀檢查所的調查為準 

※ 昭和9-10年期改為以蓬萊種稻穀千斤價格為準」 

例二：栽植獎勵金—明治製糖的南投工場 

「本期蔗作依下表區分交付栽植獎勵金，但若和其他作物間作則不予交付。 

地種別 植付時期 原料每一千斤 
田 迄十月末日植 60錢 
� 迄九月末日植 60錢 

上表以外，對於二作上田另外依下表區分加給獎勵金，惟二作上田須依據本社認

定者。」 

昭和 8年 11、12兩月每一千
斤的在來種稻穀平均價格 

45圓以上時 50圓以上時 55圓以上時 

原料每一千斤 10錢 30錢 40錢 

由米價比準法的型式和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米價比準法不曾直接作為原料

費這一項，而係作為補貼款和獎勵金，而且經常限於水田蔗作，我們知道獎勵金

並不普遍於全體蔗農，以製糖會社精算的程度，可見得實施米價比準極可能對製

糖會社而言是一筆額外的成本支出，目的只是要勸誘擁有水田的農民捨水稻就甘

蔗，因此，我們認為米價比準法的實施可以是「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正因為

「米糖相剋」激烈，所以迫使製糖會社必須緊緊追隨米價，否則農民便要捨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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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甘蔗。 

那麼，究竟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迫使製糖會社必須使用米價比準法，而又是

哪些地區在使用這種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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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米價比準法 

日治時代由於各製糖所分屬於不同的製糖會社，而各製糖會社的經營者不

同，經營理念當然不盡相同，作法自然也就互異，例如臺灣製糖會社講求原料以

自作為主，所屬的埔里社、台北製糖所即使位於中北部，在糖業令發佈之前從來

就不實施「米價比準法」，而東洋製糖會社則似乎對「米價比準法」頗青睞，所

屬的月眉製糖所一直都實施「米價比準法」，蓬萊米栽培普及前在以一作田為主

的斗六、南靖、烏樹林也實施「米價比準法」，然而即使如此，「米價比準法」仍

有它指標性的作用，例如同屬新高製糖會社，位於中部的彰化工場經常實施，而

嘉義工場只實施過一次（表 2-2）；同屬明治製糖會社，溪湖、南投工場經常實施，

而總爺（麻豆）、蕭�（佳里）則幾乎不實施，可見得中北部地區確實存在著較

嚴重的「米糖相剋」問題，所以從「米價比準法」的實施，我們可一窺「米糖相

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製糖所是否在買收甘蔗時實施「米價比準法」，主要是在向農民發佈的蔗作

獎勵規程中公告，台灣糖業研究會直到昭和三年（1928）才開始將各製糖會社的

蔗作獎勵規程完整蒐集編印成冊，叫做《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123，這之

前各會社的蔗作獎勵規程幾乎都是零星散布，不是年代不齊全，就是製糖會社不

齊全，糖業專書的附錄裡偶而出現幾個，《糖業》雜誌偶而刊登一下，可能是由

於各製糖會社發佈的時間不一，所以台灣日日新報雖然會刊登某些製糖會社的獎

勵規程，但同一年度完整搜尋的結果，卻也是不齊全的，即使是如此，我們認為

從昭和三年後的「米價比準法」實施情形，仍可看出「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

異，因為「米糖相剋」問題雖然不是始自蓬萊米開始普及栽培的大正十三年

（1924），卻的確是大正十三年以後才有越來越激化的現象，因此在這之前實施

「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應該不會太多且變化也不致太大。 

 

                                                 
123 在臨時號的發刊辭中，編者明確點出之所以將各會社的蔗作獎勵規程編印成冊，是為了提供
作為瞭解各地方蔗作政策的歸趨，甚至在蔗作政策的協調上提供參考，希望各製糖會社可以彼此

觀摩學習，團結合作。見宮川次郎，《「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發刊辭，台灣糖業研究會，
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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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實施米價比準法的時間變遷 

我們知道沒有買收甘蔗經驗的日本資本家在一開始是根據清代舊式糖�分

糖法的舊慣來換算收買甘蔗的價錢的，然而為了確保甘蔗原料，在遇到一連串的

事件後，在更瞭解台灣農民的習性後，他們不得不作若干的修正，所以「米價比

準法」也不是在一瞬間出現的，它的前身就是米作補償契約。 

一、米作補償契約（米蔗作補償制度） 

明治四十四年（1911）和大正元年（1912）連續兩年的全島大暴風雨，使

甘蔗作損失慘重124，加上明治四十四年到大正二年間台灣米價暴騰125，中北部的

製糖會社對農民的甘蔗栽植獎勵發生極度的困難，於是有些製糖會社就實施「米

作補償契約」，或稱為「米蔗作補償制度」，例如帝國製糖（製糖所在今台中市）

在大正元年十一月就發佈：「本期買收價格水田一千斤付三圓五十錢，暴風雨補

償金八十錢，…此外對米作的補償限本期，以米的實收調查為實行的基準，來期

則以米價比準決定甘蔗買收價格。126」南日本製糖會社（製糖所在今新竹市）在

大正二年四月公告的獎勵方案，其第十條為：「實行米、蔗差額的補償127」，也是

一個例子。然而這個辦法實施了一兩年之後，就被「米價比準法」給取代了。 

到底米作補償契約有什麼利弊呢？其方法為當蔗作收益比米作收益低的時

候，由會社補償其差額，其計算方式是以該年米收穫量和市場平均價格為準，算

定米作的收入金，再和同田地蔗作的實收計算，若蔗作收入不及米作時，補償其

不足額128；它的好處是會社可以不必急激增加原料買收費而獲得所要原料，農民

對從事蔗作不再有疑慮；但是缺點也不少，由於價格係依米價而變動，製糖會社

很難確定預算，若是遇到米價暴騰，而蔗作不良的情形，如大正元年般，則會社

必須付出龐大的補償金額；又因為收入獲得保障，有些農民就不關心農事的改

良，不圖蔗作的進步改善，因此製糖會社後來認為米作補償制度到底不是永久實

                                                 
124 〈臺灣糖業年譜〉，《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3年），頁 2。 
125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19。 
126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38。 
127 〈南日蔗作獎勵〉，《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2年（1913）4月 1日。 
128 例如穀價台斗一石為 4.37圓，二作水田面積一甲可生產稻穀台斗 90石，若是甘蔗，可收穫
8萬斤，甘蔗千斤買收價格為 3.5圓，則補償額為： 
稻穀收入：90石×4.37圓＝393.30圓   甘蔗收入：8萬斤×35圓＝280圓 
故每甲補償額為 393.3－280＝113.3   
若植付面積 1500甲都需補償，則 113.3×1500＝169950 總額將近 17萬圓， 
見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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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良法，大多實施一、二年即撤回129，而實施的製糖會社主要是帝國、新高130

（製糖所在今彰化和美鎮）和南日本，以中部地方為主。 

米作補償的方法不好，可是農民還是會比較米蔗的收入來決定是否植蔗，

製糖會社原料不安固的問題還是沒解決，最後是用「米價比準法」來取代「米作

補償制度」。 

二、米價比準法的時間變遷 

帝國製糖在大正二年十一月公告的甘蔗買收價格就明訂「旱田甘蔗三圓，

水田甘蔗以一期米二期米的平均價格為準，最低三圓以上買收131」，這就是「米

價比準法」的開始。 

其後由於資料不足，知道實施「米價比準法」的有大正六、七年期的新高

製糖彰化工場，其嘉義工場（在今嘉義大林鎮）則未實施；大正七年期東洋製糖

的斗六、南靖和烏樹林製糖所，同屬東洋的北港製糖所則未實施132，位於中部的

月眉製糖所因缺乏資料不得而知；大正九年期的帝國製糖和東洋製糖的南靖、烏

樹林133；大正十四年期東洋製糖的南靖134。除了中部地方外，位於台南州的烏樹

林和南靖製糖所實施的次數似乎不少，根據《臺灣糖業統計》的資料，原來這兩

個製糖所的原料區內，其蔗作適地面積中，田所佔的百分比是台南州各製糖所中

最高的，南靖製糖所的田面積有 11,822甲，烏樹林製糖所有 6,606甲，分別佔蔗

作適地中的 65﹪和 63﹪，雖然主要是以一作田為主，但其他像總爺和北港製糖

所的原料區內完全沒有水田（表 2-1），可以想見南靖和烏樹林製糖所實施「米價

比準法」的原因，昭和二年（1927）南靖和烏樹林製糖所由明治製糖承繼後，就

不再實施「米價比準法」了。 

從昭和四-五年期（1929-1930）以後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個數（表

2-2）我們可以推論，從蓬萊米栽培普及到昭和五年砂糖生產過剩以前，實施「米

價比準法」的主要就是台中州那四、五個製糖所；昭和六-七、七-八年這兩個年

期都只有 1個，原因就是這時砂糖生產過剩，沒有必要再推廣蔗作，自然不用以

                                                 
129 稻田昌植，《台灣糖業政策》，頁 62-63。 
130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38。 
131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38。 
132 〈附錄—製糖會社 甘蔗植付獎勵（三）〉，《糖業》第 5年第 5號，1918年，頁 33；〈附錄—
製糖會社 甘蔗植付獎勵（四）〉，《糖業》第 5年第 6號，頁 33-35。 
133 稻田昌植，《台灣糖業政策》，頁 147-180。 
134 〈南靖 獎勵規程 買收價格發表〉，《台灣日日新報》三版，大正 14年（1925）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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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價比準法」來勸誘農民植蔗；昭和八-九年期開始，實施的製糖所個數日益

增加，可以想見這時期米和糖競爭激烈的情形；昭和十四-十五年期甚至達到 15

個，是因為這時期總督府要求以蔗作供應酒精，製糖會社必須努力增加植蔗面

積，因此中北部的製糖所就只好實施「米價比準法」以和米作對抗；到了昭和十

七-十八年期由於糖業令的頒佈，總督府對米和糖都採取統制政策，幾乎所有的

製糖所都實施了「米價比準法」，這個時期已經無法用「米價比準法」作為「米

糖相剋」問題的指標了。 

表 2-1，台南州新式糖業各製糖所蔗作適地面積的水、旱田比例（1922.1.1） 
工場名 二作田 一作田 田合計 旱田 其他 總計(甲) 田的百分比 
車路墘 213 5,585 5,798 10,056  15,854 36.57 

灣裡 0 1,027 1,027 3,103  4,130 24.86 

三崁店 21 1,309 1,330 7,366  8,696 15.29 

總爺 0 0 0 6,303  6,303 0 

蕭�  0 13 13 7,868  7,881 0.16 

蒜頭 14 1,902 1,916 1,418  3,334 57.46 

虎尾 3,064 2,574 5,638 30,119 2165 37,922 14.86 

南靖 3,704 8,118 11,822 6,401  18,223 64.87 

烏樹林 350 6,256 6,606 3,935  10,541 62.66 

斗六 614 2,840 3,454 4,442  7,896 43.74 

北港 0 0 0 14,183  14,183 0 

新營 298 2,921 3,219 9,255  12,474 25.80 

岸內 0 1,257 1,257 10,615  11,872 10.58 

嘉義 1,608 4,794 6,402 6,207  12,609 50.77 

合計 9,886 38,596 48,482 121,271  171,918 28.20 

百分比 5.75 22.45 28.20 70.54 1.26 100  

資料來源：《臺灣糖業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正十一年（1922）刊行。 

第二項  實施米價比準法的空間變遷 

在蓬萊米栽培普及以前，亦即大正十三年（1924）以前，已知道實施「米

價比準法」的製糖所，有帝國製糖的台中工場、新高製糖的彰化工場和東洋製糖

的斗六、南靖、烏樹林工場，其原料區的位置主要是台中州的台中盆地、彰化平

原和台南州嘉南平原的一部分；蓬萊米栽培普及之後，若以昭和九-十年期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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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各年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一覽表 
實施年期 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 合計 

昭和 4-5年期
（1929-1930） 

二結、烏日、月眉、大林（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缺乏資料） 4 

昭和 5-6年期
（1930-1931） 

烏日、月眉、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 5 

昭和 6-7年期
（1931-1932） 

月眉（烏日、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缺乏資料） 1 

昭和 7-8年期
（1932-1933） 

月眉 1 

昭和 8-9年期
（1933-1934） 

南投、烏日、月眉、和美、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 7 

昭和 9-10年期
（1934-1935） 

溪州、溪湖、南投、烏日、月眉、和美、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 9 

昭和 10-11年期
（1935-1936） 

溪湖、南投、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 

台中第二、潭子 

11 

昭和 11-12年期
（1936-1937） 

溪湖、南投、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 

台中第二、潭子、新竹、竹南 

13 

昭和 12-13年期
（1937-1938） 

溪湖、南投、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 

台中第二、潭子、新竹、竹南 

13 

昭和 13-14年期
（1938-1939） 

溪湖、南投、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 

台中第二、潭子、新竹、竹南 

13 

昭和 14-15年期
（1939-1940） 

溪州、溪湖、南投、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 

台中第二、潭子、新竹、竹南、崁子腳 

15 

昭和 15-16年期
（1940-1941） 

二結、沙轆、烏日、月眉、和美、苗栗、台中第一、台中第二、潭子、

新竹、竹南、崁子腳 

12 

昭和 16-17年期
（1941-1942） 

--(缺乏資料)  

昭和 17-18年期
（1942-1943） 

除了蕭�、龍巖、北港外，其餘 38所製糖所全部實施（此時沙轆已廢止） 38 

昭和 18-19年期
（1943-1944） 

除了蕭�、龍巖、北港外，其餘 34所製糖所全部實施（此時沙轆、二結、

崁子腳已廢止，蒜頭缺乏資料） 

34 

說明：因為蔗作獎勵規程係在農民耕種前公布，所以公布時間比年期早一年，例如昭和四-五年

期係於昭和三年公布。 

資料來源：《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台灣糖業研究會。 

這之前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個數較少，其空間分佈大約可以從昭和五-

六年期的原料區位置（圖 2-2）看出大概，那就是主要集中在台中州的台中盆地

和大甲海岸平原，原本台南州的南靖等工場已經不再實施「米價比準法」了；昭

和九-十年期已可看出實施的製糖所個數有日益增加的趨勢，這時候的原料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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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圖 2-3）幾乎涵蓋了整個台中州；昭和十四-十五年期是糖業令頒佈前實施「米

價比準法」的高峰，這時候實施的原料區位置（圖 2-4）除了原有的台中州外，

還包括新竹州全部的製糖所和台北州的一部分，而南部的台南州和高雄州卻沒有

任何一家製糖所實施「米價比準法」。 

總之，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空間分佈，主要是在台中州，在昭和

四-五年期之前，除了台中州外還有台南州幾個多水田的原料區，在昭和四-五年

期之後，台南州的原料區完全消失，而以台中州為主，到昭和九-十年期之後，

實施的空間由台中州向北推進，擴及新竹州和台北州。 

第三項  「米糖相剋」問題的時空變遷 

以「米價比準法」的實施為主要指標，輔以其他報紙或文獻資料，我們可

以推論「米糖相剋」問題的時空變遷。 

假設蔗作是一股由南向北的的力量，米作是一股由北向南的力量，「米糖相

剋」就是這兩股力量的推擠，我們可以簡單分成幾個時期： 

一、 蔗作向北擴展時期 

明治四十二年（1909）新高製糖會社的彰化工場和林本源製糖會社（工場

在溪州）開始進駐中部水田地方，隔年即著手作業135，這是蔗作進入米作地區的

開始，然而開始作業的同年和隔年即遭受大暴風雨，使甘蔗減收，加上台灣米價

高漲，製糖會社不得已只好實行米作補償制度以勸誘農民植蔗，這是「米糖相剋」

問題的開端。 

其後只要台灣米價騰貴就會使中北部產米地區的蔗作獎勵發生困難136，為了向農

民保證植蔗的收入至少會等於種稻的收入，所以中部和南部某些水田地區的製糖

所就採用「米價比準法」以保障甘蔗原料的安固，「米糖相剋」問題就這樣展開，

大約從大正元年到十年之間，米價雖有漲落但同時期的糖價卻是日益攀升137，所

以，蔗作的勢力仍然大於米作，明治四十五年和大正二、三、五年，台北、新竹

和台中地區仍然陸續設立新的製糖所，直到蓬萊米栽培普及使這股向北的蔗作勢

力受挫。  

二、 米作向南反攻時期 

                                                 
135 《台灣糖業統計》（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糖務課，1916年），頁 40-41。 
136 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11-12。 
137 岩木龜彥，〈甘蔗 耕作 支配 要因 就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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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昭和 5-6 年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原料蔗作區 
資料來源：1.臺灣糖業圖，《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1年），首

頁附圖。 

2.《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臺灣糖業研究會，1933年）。 



 
臺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1895-1954） 

 60

圖 2-3，昭和-10 年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原料蔗作區 

資料來源：1.臺灣糖業圖，《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1年），首頁

附圖。 

2.《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臺灣糖業研究會，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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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昭和 14-15 年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原料蔗作區 
資料來源：1.臺灣糖業圖，《臺灣糖業統計�第二十九》（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1年），首頁附

圖。 

2.《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臺灣糖業研究會，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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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十一年（1922）蓬萊米首先出現在米的統計上，該年全台灣種植面積

總共只有 427甲，其中台北州就佔了 413甲；大正十二年，全台種植面積躍升為

2,483甲，仍以台北州居首；大正十三年，全台種植面積飛躍為 25,078甲，台中

州的種植面積首度超過台北州，達 10,906 甲，其後各年台中州都一直居於首位
138。這一兩年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標題「內地種米 好人氣  甘蔗作 嫌

農民」、「中部地方製糖會社 對策 內地種米 脅威」、「內地種米 米價高  早

植 蔗園減少」139，蓬萊米的興起，使農民爭相種植，米作面積不獨足以對抗蔗

作之侵入，且有自中北部向南部，一逢機會米作面積即行擴增之傾向，形成嚴重

之「米糖相剋」現象140，直到昭和七、八年（1932-1933）日本內地發生農業恐

慌，喧騰所謂「外地米統制」後141，這股米作向南反攻的勢力才稍挫。 

這個時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則以台中州為主，可見得在中部

水田區展開了激烈的「米糖相剋」現象。 

三、 政府抑制米作時期 

昭和九年（1934），受到日本內地對台灣蓬萊米移入的反制，總督府以發放

獎勵金的方式鼓勵水田轉作，以減少蓬萊米的增產142，製糖會社就順理成章地推

動水田蔗作，但米作勢力仍不可小覷。 

由於總督府有獎勵金的發放，這個時期實施「米價比準法」的製糖所個數

增加且跨出了台中州，新竹州和台北州的若干製糖所也加入了「米價比準法」的

行列，可見這個時期的「米糖相剋」問題仍然頗嚴重。 

四、蔗作供應酒精時期 

昭和十二年（1937）的七月七日，在中國的日本兵因為演習和中國軍隊發

生衝突（史上稱為七七事變或日支事變），八月十五日起，中日展開全面戰爭，

拉開中國八年抗戰的序幕，結果日本實施國家總動員體制，推行經濟統制措施

143，為了補給戰爭所需的燃料，台灣總督府要求酒精增產，製糖的副產物—無水

                                                 
138 《臺灣 米》（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6年），頁 13-19 
139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3年（1924）8月 4日、9月 4日、14年 12月 4日。 
140 〈小言—米糖相剋現象之形成及糖業今後之對策〉，《台糖通訊》第 3卷第 10期，1948年，
頁 1。 
141 川野重任，《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年），頁 20-21。 
142 川野重任，《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年），頁 21。 
143 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 36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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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成為政府強力要求的物資，於是「強化糖業」成為這個時期的重要國策144，

推動國策的結果，使得昭和十三-十四年期創下了台灣糖業史上產糖量的最高

峰，產糖 1,418,730 公噸，高居當時全世界第四位145，藉著國家的力量，蔗作勢

力強力壓制米作勢力，而為了增產，確保原料是當務之急，所以這個時期實施「米

價比準法」的製糖所達到統制前最高的十五所，幾乎涵蓋了台中、新竹和台北州

的原料區。 

五、 米作供應糧食時期 

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八日，日本為了確保對南方作戰的行動自由，

阻止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擴展，切斷美國對東亞的作戰線與補給線而發動了珍珠港

事變，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台灣成為南向作戰的軍事基地146，戰事到此地

步，日本國內糧食日感不足，因之有台灣增產糧食減少甘蔗生產的計畫，遂有以

濁水溪為界，實行南糖北米的倡議147。 

在糧食增產的要求下，一轉前期「強化糖業」的政策，三年之內，從昭和

十七年到昭和十九年間，中北部總共廢止了沙鹿、二結、崁子腳、竹南、台中二

場五個製糖所，使得蔗作勢力大挫。 

而由於政府的介入，在米作方面實施「米穀移出管理政策」，由總督府控制

米的價格，在蔗作方面頒行「糖業令」，對製糖會社甘蔗的買入價格採認可制148，

所以這時期全台灣將近四十個製糖所都被強制實施「米價比準法」149。 

第四項  「米糖相剋」問題時空變遷的意涵 

從「米糖相剋」的時空變遷來看，在時間上，我們發現決定米糖拉扯力量的

主要是來自國家，包括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台灣米的移出和戰爭的需求則是

關鍵事件，當日本內地米價高漲時，為了平衡民生，所以就大量移入台灣米，帶

動台灣米價的高漲，當日本內地保護農業的呼聲高漲時，就限制台灣米的移入，

                                                 
144 〈國策糖業強化  庄民 協力 〉，《台中州甘蔗競作會特輯號》第 17號，昭和 12年（1937）
12月 16日。 
145 〈小言—台灣糖業之消長〉，《台糖通訊》第 3卷第 2期，1948年，未編頁。 
146 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 370-375。 
147 〈小言—米糖相剋現象之形成及糖業今後之對策〉，《台糖通訊》第 3卷第 10期，1948年，
頁 1。 
148 〈米穀管理 並行  糖業令 制定 〉，《台中州甘蔗競作會特輯號》第 64號，昭和 13
年（1938）11月 28日。 
149 糖業令公布於昭和十四年十月，由於甘蔗的買收價格是在收成前一年半要栽植之前所公告，
所以遵循糖業令的規定而公告的買收價格已是昭和十六-十七年期以後的價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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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決定了米的拉扯力量，米消糖就長，米長糖就消，可以說在「米糖相剋」的

過程中，米才是決定性的力量，而戰爭的需求，其力之大更甚於米的移出。 

在空間上，「米糖相剋」現象之所以發生在以台中州為主的中北部，其決定

因素則是台灣的區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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