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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蔗稻的生長條件與「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以製糖會社「米價比準法」的實施作為臺灣「米糖相剋」問題的指標，則

由其時空變遷的事實來看，我們發現臺灣的「米糖相剋」問題是存在空間差異的，

亦即臺灣的中部產米區才是「米糖相剋」問題的主要舞台，南部則否，為什麼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除了必須瞭解甘蔗與水稻的生長條件與栽培方法外，最重要的

就是必須意識到臺灣地理環境的區域差異，以及農民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下如何因

應糖業這種經濟活動。 

第一節  甘蔗的生長條件與臺灣的地理環境 

臺灣的地理環境適不適合種甘蔗？哪個地區最適合種甘蔗？甘蔗栽植最多

的地區是否就是最適合種甘蔗的地區？除了考慮氣候、地形、土壤等因素外，還

必須考慮和其他作物的相對地位與相對栽培條件。 

第一項  甘蔗的栽培方法 

在認識甘蔗的栽培方法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兩種在日治時代發展出來

的新栽培法，即早植和糊仔甘蔗，這兩種栽培方法日後在稻蔗競作的過程中，在

農民選種作物的思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早植 

在新式製糖廠尚未發達的時代，一般甘蔗最適當的栽植時期是一月至三

月，較早的話是十一月即著手，較晚的話也有四、五月才栽植的，當時由於對甘

蔗的需求量較少，栽植甘蔗的面積較小，所以大多都在一至三月栽植，若遇到春

旱使栽植困難，即使到四、五月有雨了，也乾脆就不種甘蔗了；然而新式製糖勃

興之後，各製糖會社為了得到與製糖能力相應的原料，並且拉長製糖期，就延長

栽植時期直到四、五月才終了，但是這樣做卻有非常不良的後果，四、五月新栽

的蔗苗很快遇到五、六月的降雨，導致土壤養分流失，施用的肥料也付諸流水，

帶來非常大的損害，收穫率比一至三月適期栽植的顯著低下，非但對耕作者不

利，對製糖會社而言也是失策的。 

由於明治四十四年及大正元（1912）年的大暴風雨使得蔗苗不足，為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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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提供蔗苗，北港製糖會社發現提早栽植會使得收穫量增加150，所以自大正二年

起，各製糖會社開始鼓勵早植，其後更積極實施早植獎勵，亦即對於在九、十月

即著手栽植的農民給予額外的獎勵金，這是因為在九、十月栽植的甘蔗，雖然會

遭遇寒冬，發生生育停止狀態與施用較多肥料的缺點，但比起四、五月晚植的成

績卻遙遙領先，甚至比傳統二、三月適期栽植的甘蔗，收穫量足足多了兩三成左

右，此外對於會社預估是否達到原料充實點的栽植甲數也是很有利的151。自此，

整個甘蔗的栽植時期由傳統的大約十二個月延長為十八個月（圖3-1），這就是所

謂的「早植」。 

然而，對農民而言，「早植」意味著甘蔗佔有田地的時間加長，亦即減少了

其他作物的收成，而且遭受天災的風險增加，收成回饋現金的期限延長，如果沒

有適當的補助和獎勵，大多數農民寧願種植可以短期收穫的水稻。 

二、糊仔甘蔗 

糊仔甘蔗是中部水田蔗作區的製糖會社大力鼓吹農民實施的甘蔗栽培法，

這個方法是在大正十年（1921）時由台中州農民無意間發現152，並經農事試驗場

不斷試驗改良後，於大正十一年由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彰化溪州）開始推動「水

田蔗作限植糊仔甘蔗」，其後這種栽培法漸漸在水田地區散播開來。 

這種栽培法實行於約水稻出穗後的 10月份，在尚未收割的水稻株間橫擺蔗

苗，然後以泥土糊上蔗苗使其發芽，因為是用水田的泥巴糊上，故名「糊仔甘蔗」，

這時是屬間作性質，待水稻收割後則與一般蔗田無異。這樣栽培的好處有二，一

是提早甘蔗的栽植，使達早植的效果，因為一般水田在二期稻作後再種甘蔗，必

須等到十二月份才能栽植，糊仔甘蔗的栽培法可提高單位面積收穫量；二是可以

節省水稻收割後的整地費，每甲約 30圓。 

以大正十二年期為例，林本源製糖會社原料區內實行糊仔甘蔗栽培法的共

230甲，稍好的每甲平均可收到 16萬斤，成績最好的甚至達到每甲 24萬斤15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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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151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9-11。 
152 大正 10年 8月，住在台中州北斗郡埤頭庄路口厝 139番地的蔡有氏，有放牛童將受颱風吹倒
的甘蔗撿去吃，隨後將吃剩的蔗莖亂丟在蔡有住家附近的水田裡，蔡有發現這些蔗莖不但發芽且

生育良好，他於是在自己的水田試種 20株，為防小童偷吃，並在每個蔗苗旁放牛糞，結果甘蔗
長得很好，這就是糊仔甘蔗的發現，見張有輩，〈糊仔甘蔗〉，《臺灣農事報》第34年第3、4號，

1938年，頁2。 
153 張有輩，〈糊仔甘蔗〉，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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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一般蔗田每甲約 7、8 萬斤的收量，顯然糊仔甘蔗是很好的栽培方法，在米

糖相剋的過程中，是為中部水田蔗作區反擊蓬萊米擴張的一大助力。 

 

圖 3-1，臺灣南部原料甘蔗在圃期間的工作行事曆 

資料來源：改繪自伊藤重郎，《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頁 304。 

在戰後，糊仔甘蔗又成為南部看天田154地帶推廣植蔗的法寶，因為看天田

                                                 
154 所謂看天田是指在臺灣利用雨期的雨水一年只種植一次水稻的水田而言。看天田的利用，在
臺灣南部，從來是於 6月至 10月的雨期，以所得灌溉水勉強種植一次水稻，水稻收穫後，土壤
乾燥，犁起困難，無法再耕種利用。原出自�古紀三郎，〈看天田的性質及其需要深耕改良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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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普通栽培法必須於七月下種，翌年的十二月收成，如此要犧牲兩期稻作，若

以糊仔甘蔗的方式，則於水稻收穫前一個月栽植，只須犧牲一期稻作，且單位面

積產量反而高155，因此在戰後米糖相剋的過程中，成為守住南部蔗作區的一大助

力。 

三、栽培方法與步驟 

在臺灣多傳統小農的情況下，當農民要抉擇種稻或植蔗時，顯然農事的種

種、人手勞力的調配會是其考慮的主要依據之一。甘蔗栽培的步驟包括 1.蔗苗的

養成及採苗 2.整地 3.栽植 4.管理 5.收穫與搬運。通常蔗苗的養成是由製糖會社

設置高地苗圃，用以培育品種健全的蔗莖，再轉移至中間苗圃育苗繁殖後配苗給

蔗農156，農民的工作主要在初期的整地、栽植等工作，管理時只要每 1、2 個月

到田裡培土、施肥即可，採收搬運則是後期的忙碌時刻，因此一般來說，甘蔗栽

培是比水稻栽種來得粗放，勞力的運用也較有彈性。茲將甘蔗栽培的各個步驟詳

細說明如下157，以明白勞力的使用情形： 

1.蔗苗的養成及採苗：所謂蔗苗的養成即是選擇一塊土壤、雨水各方面條件較好

的蔗種田（中間苗圃），種下育成品種的蔗莖，一般約經 10個月（視氣溫及水量

而定），一株甘蔗至少長成 8節 4苗即可採苗，為配合蔗田的栽植時間，所以時

間的計算非常重要，通常 1甲地的蔗種田收成後可作為 20甲蔗田的蔗苗。採苗

即是採收苗種甘蔗，之後就要整苗，指的是剝掉蔗葉切成大約等長的雙芽苗，整

理好的蔗苗裝入袋中以牛車搬運到蔗田，然後用竹籠擔送到整地完成的蔗田準備

栽植。 

要注意的是，由於蔗苗的養成需要蔗種田，亦即如果需求 1,000甲的甘蔗收

穫，事實上共需使用 1,050甲的田地，這在種植水稻是不需要的，因此，在稻蔗

競爭田地激烈的時候，這就成為植蔗的不利點。 

2.整地：整地就是整理好田地準備栽植甘蔗，台灣一般是用犁耕式整地法，第一

步要先犛翻，即以牛拉犁翻土，然後讓土壤曝曬，接著是耙平，即是將土壤不平

                                                                                                                                            
礎觀念〉，此處直接引自林英彥譯，川野重任著，《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頁 17。 
155 楊乃藩，〈嘉南初覿（一）〉，《台糖通訊》第13卷第13期，1953年，頁8。 
156 西流，〈糖業詞彙〉，《台糖通訊》第 1卷第 7期，1947年，頁 27。 
157 在此要特別感謝台灣糖業研究所資訊與推廣中心的李財福先生詳細為筆者解釋甘蔗的栽培過
程，筆者才得以充分了解，並參考以下文獻：1.〈甘蔗的栽培法〉，《糖業便覽 第壹卷 糖業家必
攜參考資料》（東京：製糖研究會，1937年初版），頁227-233。2. 〈工藝作物—糖料類--甘蔗〉，
《台灣農家便覽》（台北：台灣農友會，1944年改定增補第 6版），頁 14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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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再加以整理，再來是很重要的築畦（挖蔗溝），即將蔗田犁成一高一低的

畦和溝，接著在溝中施基肥和農藥後，要翻土將之蓋上，然後就準備栽植蔗苗。 

3.栽植：甘蔗的栽植可分為三種，即（Ⅰ）秋植，又稱早植，於每年的 7-9月種

下甘蔗，約 18 個月可收成，早植的收穫量最多，製糖會社常有特殊的早植獎勵

方法。（Ⅱ）春植，又稱晚植，於每年的 10-12月種下蔗苗，約 12個月可收成。

（Ⅲ）宿根，指前次採收甘蔗時留下蔗頭根苗，不再重新整地插蔗苗，此種方法

僅在蔗頭發芽良好的情況下實施，其條件是需有適當的品種和灌溉水，好處是可

以節省蔗苗和整地的成本，且栽植期間縮短，但收穫量較少，所以日治時代很少

鼓勵宿根栽培，然而戰後民國四十二年時，由於米價高漲，台糖公司推廣植蔗困

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只好大力推廣宿根158，亦即在稻蔗競爭的過程中，宿

根的栽植方式成為植蔗最後的籌碼。 

栽植的步驟如下：在整地已然就緒的田地上，先由 1-2人擔蔗苗沿著蔗溝排

放，即所謂配苗，其他每一蔗溝約有 3-4 人從事插苗的工作，即台語所謂“插甘

蔗”，插苗時要注意芽的生長方向，不能插成“天地芽”，否則會減少植株數。 

4.管理：指栽植後到收成間的種種農事，包括補植、除草、中耕、培土、施肥、

灑農藥等，依田地條件的不同，還需灌溉或排水。蔗苗栽植後因種種原因生長不

良而枯損，需要重新插苗，即是補植，一般蔗苗枯損率約 15﹪；雜草若長在蔗

溝的幼蔗間，需以人工鋤草，此時可配合培土，若長在畦壟上，則配合中耕以小

犛翻土，將草壓入土中即可；中耕的目的是蓬鬆土壤，以便空氣與日光的流通，

並防止水分蒸發；培土指將畦壟的土以農具堆向溝中，以固著根元防止蔗莖倒

伏，共約需五次培土，每次間隔 1-2個月，每次培土皆須配合施肥，如此到最後

一次為大培土，也是最後一次施肥（止肥），這次之後農事終於暫告一段落，可

以等待收成了。有趣的是最初蔗苗是栽植在溝間，經過培土的過程，原先的畦壟

變成溝，收成時甘蔗植株已是長在畦壟上了（圖 3-2）。 

一般而言，這段期間的農事不算繁忙，所以這時農家的勞力可以作另外的

利用，以增加收入。 

5.收穫與搬運：甘蔗長成經檢定含糖率及格後，即開始進行採收，這一步驟需要

甚多勞力。採收開始即是“掘頭”（將甘蔗根部掘起），一個人掘四行，然後將甘 

                                                 
158 〈小言—推廣宿根〉，《台糖通訊》第 13卷第 14期，1953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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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製糖甘蔗生育的過程與栽培管理 

資料來源：菅井博愛，《臺灣甘蔗栽培法》，頁 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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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莖整齊排在四行之間，接著是“調製”（用刀削去蔗葉和蔗尾），多由女工行之，

然後是“結束”（將甘蔗 25-30 斤綁成一束），採收的工作即到此為止。再來就是

搬運的工作，由於甘蔗採收後需儘快送進製糖所壓榨以保存糖分，所以“結束”

完成的蔗莖需趕快搬上牛車，然後運到“蔗埕”（轉運甘蔗的集中地），再將甘蔗

從牛車搬上製糖廠的“五分仔”火車，載到工場壓榨，在水田多的地方，常常以“軟

軌”（活動軌）輕便台車代替牛車。一般來說，“掘頭”一個人工作一天約掘取 1

萬斤，如此需要 3個女工來調製，牛車一天的搬運量則是兩頭牛來回搬運 3-4回

約 1萬斤，將甘蔗從牛車搬上“五分仔”火車普通一個人一天約 2萬斤。 

由於收穫和搬運需要大量勞工和牛車，這個時期又剛好是年尾的農閒期，

因此為製糖所附近村落的居民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也有大批從遠處來的勞工，

甚且形成臨時的工寮聚落。 

第二項  甘蔗的生長條件與臺灣最適地 

甘蔗是熱帶作物，但副熱帶以及溫帶地方也都有其蹤影，氣溫低的地方雖

然也可以種甘蔗，但生育期間短使得蔗莖的收量和糖分都少，如果甘蔗遭到霜害

後又回暖，會使糖汁凍結後再融解，這時糖汁將會發酵而不能提供作為製糖的原

料159，所以世界上的甘蔗製糖業主要分佈在熱帶和副熱帶地區。 

就氣候來說，最適合種植甘蔗的氣溫是年均溫 24�--25�，且大氣中需有相

當的濕度，又能感受到太陽光熱的地方160；就降雨量而言，最適當的年雨量是

1500 ㎜到 2000 ㎜之間；就相對濕度而言，最適當的是 65-75；就風力而言，軟

風對甘蔗有好影響；日照時數亦是甘蔗栽培上重要的氣象要素，以甘蔗栽培頗盛

的爪哇為例，其年平均每月日照時數為 250小時，台灣則北部為 136小時，南部

為 217小時161。 

以地形來說，由於甘蔗收穫時需要儘速搬運到製糖場，且甘蔗是屬笨重性

質的原料，又整地等等農事施行時，也都是在平坦地面較容易且方便，自然是以

平原地形為最佳，但在台灣，為了獲得充分的原料供應，山坡丘陵地也有種甘蔗

的情形，當然這種情形費工較多，單位面積的收穫量也較低。 

                                                 
159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台南：台南新報社，1920年），頁 6。 
160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4。 
161 濱口榮次郎，〈糖業〉，《臺灣經濟年報》（東京：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1941年，南天書局
重印），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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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壤來說，由於甘蔗成育需要多量的水，所以能吸收並保持水分的土壤

是最好的，亦即土質肥沃、有適當的濕度並保有粘性、空氣流通並富含石灰分的

粘質土最適宜，其次則是富含有機物、水分保持力強的砂質壤土；排水不良的粘

質土會妨礙根的伸長，砂質土容易滲水，若雨水多則使成熟期延遲，糖份減少，

若雨水少則使生育延遲，蔗莖細小，水分少且多纖維，均不適合甘蔗的生育；台

灣甘蔗的生產地大部分屬第四紀沖積層，土質概為灰色強黏性，如果沒有適當的

水分則非常堅硬，使耕耘作業極其困難，其中對甘蔗生育最好的土壤是分佈於河

流沿岸，富含有機物且土層深厚的肥沃沖積土，特別是曾文溪、大肚溪和大甲溪

流域162。 

由於甘蔗的在圃期間長達一年至一年半，其間隨著蔗苗的成長發育，所需

的生長條件也不盡相同，以下我們分成栽植期、成育期和成熟期來討論其生長條

件以及臺灣適合栽植的地區。 

1.栽植期：栽植期約為每年的九、十月到翌年的二、三月，此時正是台灣南部的

乾季，對栽植是很不利的，因為栽植後，蔗苗容易「立枯」（站著枯萎），必須加

以補植；反之北部冬季多雨，對蔗苗的栽植較有利，蔗苗不會「立枯」，不需要

補植，是設置苗圃的好地方163。 

2.成育期：成育期間的長短，主要受雨量和品種的影響，通常雨量越少，成育期

越長，而臺灣後來引進的爪哇實生種，就比玫瑰竹蔗的成育期長。 

臺灣甘蔗生育最旺盛的時期是六月至九月，這時最需要適當的氣溫和雨

量，甘蔗收穫的豐欠，主要受此期間內氣溫、雨量及有無暴風所支配。最好的情

況是夏季雨量不多不少，秋季高溫多雨，到十一、十二月甘蔗仍能繼續成長，如

此收穫量可以增加一成以上；較差的情況是夏季多雨，秋季遇颱風，這時不只會

招致水患，伴隨降雨而來的氣溫低降將使甘蔗發育遲緩，導致收穫量減收一成以

上。 

臺灣夏秋間的颱風是甘蔗栽培的致命傷，兼具風害和水害的颱風，不只影

響災害的當時，還影響到災害後，而這時正是甘蔗的成育期；風害會使甘蔗的葉

子被吹裂，破壞植物組織，阻礙生長，病菌還會從折斷的蔗莖切口侵入，導致病

害，此外蔗莖折斷後，下部會生新芽，使蔗莖的品質下降，蔗莖被風吹倒使得含

                                                 
162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156-159。 
163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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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率減少；水害則會洗出土壤的養分和肥料，使根部暴露，致營養不良，若浸水

則長氣根，使糖份減少；颱風過後若氣候乾燥，會使地表硬化，阻礙生育，若氣

溫下降，會使甘蔗生育遲滯164。 

3.成熟期：所謂成熟期是指甘蔗經製糖所檢定後，其結晶糖、纖維、葡萄糖等達

到一定的量，即是成熟期，可以收穫了，臺灣一般於十一月下旬開始收穫。成熟

期最好的狀況是氣溫稍低且乾燥，因為溫度低可避免甘蔗過熟，乾燥則可使糖份

增加，臺灣北部冬季多雨，造成含糖率不良，是作為糖業地最大的缺點；中部則

雨量比北部少，比南部多，加以灌溉方便，是很適當的地方165；南部冬季少雨，

但氣溫稍高。 

以上就三個時期的生長條件以及臺灣的氣候環境來看，則栽植期是北部條

件優於南部，而成熟期則是南部條件優於北部，中部介於中間，條件不算差；以

最佳土壤條件而言，曾文溪流域在南部，而大甲溪和大肚溪都在中部；我們再以

氣溫、雨量、濕度等條件來加以比對（表 3-1），發現高雄州的氣溫、濕度是最接 

表 3-1，臺灣各地甘蔗栽植條件比較表 
氣候要素 年雨量（㎜） 年均溫（℃） 相對濕度（﹪） 

甘蔗栽植最佳氣候條件 1500-2000 24-25 65-75 
台北州 2050 21.8 83 
台中州 1741 22.4 81 
台南州 1874 23.2 80 
高雄州 2166 24.3 78 

註：日治時代新竹州境內未設有測候所，故缺乏新竹州資料，高雄州測候所係設在恆春。 

表中數據為大正至昭和年間的累年平均。 

資料來源：1.濱口榮次郎，〈糖業〉，《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6年版》，頁 176-177，台灣經濟

年報刊行會編，南天書局重印。 

2.《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各年期。 

近理想值的，雨量也不會差太多，台北州很明顯氣溫太低，並不適合種甘蔗，至

於台中州和台南州則氣溫和濕度的條件相差不多，如果把雨量的年中變化加入考

慮，台中州的夏雨集中率是56﹪，高雄州是61﹪，台南州是66﹪166，可見台南

                                                 
164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20、49-50、100-101。 
165 小野岐、杉野嘉助，《氣象 蔗作》，頁 125、55-56。 
166 夏雨集中率是指六、七、八三個月的雨量佔全年雨量的百分比，此數字的資料來源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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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雨量條件較差，再把上述成長發育以及土壤條件加上去，顯然無論是高雄州

或台中州，其植蔗條件都不差於台南州，那麼傳統上台南州一直是臺灣的主要蔗

作區應該是有別的影響因素。 

第三項  台南州是主要甘蔗栽培區的原因 

台南州是否真的是臺

灣的傳統主要蔗作區？我

們以明治三十五年期

（1902）的甘蔗栽培面積

為例167（圖 3-3），這一年

總督府剛發佈〈糖業獎勵

規則〉，臺灣製糖會社的橋

仔頭工場才開始作業，還

沒有任何一家改良糖�設

立，所以這樣的栽培面積

可視為是傳統的型式，結

果我們發現，台南州的甘

蔗栽培面積算是遙遙領先其他各州，為什麼位於更為南部的高雄州甘蔗栽培面積

不若台南州呢？為什麼台中州的甘蔗栽培面積不到兩千甲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同時考慮臺灣的兩大作物，即水稻和甘蔗。 

雖然多位學者提到臺灣的漢人向來富有逐利精神，然而在官方或大多數保

守的農民眼中，「民以食為天」的糧食作物水稻可能比甘蔗來得重要許多，何況

水稻可以供應自家消費。除了糖價比米價騰貴許多的時候外，當一個農民要選擇

作物時，可能優先選種水稻，或者一部分田種水稻，一部分田種甘蔗，鮮少將所

有的田拿來種甘蔗，除非他的田根本無法種植水稻。 

種植水稻的條件就是必須有水，以臺灣降雨季節分佈不均的情況而言，要

                                                                                                                                            
總督府統計書》各年期，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 
167 當時行政區劃為二十廳，此為作者根據後來的五州界限將統計資料合併而成，其中台北州係
合併臺北、宜蘭、深坑、基隆四廳；新竹州係合併桃園、新竹、苗栗三廳；台中州係合併台中、

彰化、南投三廳；台南州係合併斗六、嘉義、鹽水港、台南四廳；高雄州係合併蕃薯寮、鳳山、

阿緱、恆春四廳；下文各統計資料處理方式和此相同。 

圖 3-3，明治三十五年期各地甘蔗栽培面積比較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1905年，頁 64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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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水稻必須有水利灌溉設施，台中州的水利設施最完備，在康熙四十八年

（1709）即由施長齡出資引濁水溪的水興築八堡圳，日治整修後灌溉面積達

19,205甲，雍正年間復由張達京等人出資引大甲溪的水興築葫蘆墩圳，日治整修

後灌溉面積達 8,919甲
168；高雄州的水利設施

則 有 道 光 十 七 年

（1837）由鳳山知縣曹

謹引高屏溪水興建的

曹公圳，日治整修後灌

溉面積達 10,967 甲
169，這都是歷史悠久且

規模宏大的水利設

施，無論如何，大安

溪、大甲溪、濁水溪、

高屏溪等溪流的流

貫，都為台中州和高雄

州提供了發展水利的

良好條件；反觀台南州

由於境內沒有大溪流

流過，在清代開發的水

圳中，規模較大者只有

鹿場課圳和道將圳，日

治整修後兩者合併的

灌溉面積也才 8,625甲
170，在嘉南大圳興築以

前，台南州的農業向來

以看天田聞名，無論是

                                                 
168 高�利三郎，《台中廳水利梗概》（台中：台中廳公共埤圳聯合會，1918年），頁 15、25、42。 
169 《高雄州水利梗概》（高雄：高雄州，1930年），頁 10-12。 
170 《台南州概況》（台南：台南州役所，1923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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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明治三十六年各地旱田面積比較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1905年。 

1903年各地旱田佔其耕地面積百分比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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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明治三十六年各地旱田佔其耕地面積百分比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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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田的絕對面積（圖 3-4），或是旱田佔可耕地面積的百分比（圖 3-5），台南州

都在西部五州中居首，所以台南州成為傳統主要蔗作區的原因，其實是農民消極

的選擇。 

也就是說，台南州大部分的田地因為不適合種植水稻，所以農民在不太有

選擇的條件下選擇種植甘蔗為主，這就是台南州成為臺灣主要蔗作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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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稻的生長條件與臺灣的地理環境 

臺灣的地理環境適合種植水稻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最適合種植水稻的地

區，其影響因素除了地形、氣候、土壤等條件外，水利設施的有無應該是其中最

重要的因素。 

第一項  水稻的栽培方法 

我們必須瞭解水稻的栽培方法，才能明白農民在抉擇種稻或植蔗時所考慮的

因素。水稻的栽培方法與步驟（圖 3-5）如下171： 

1.播種：播種包括選種、浸種和布種。選種就是收割時將發育最飽滿的稻穗收存

下來，作為下一期稻作的種子；浸種就是浸泡種子再曝曬之，使其發芽。臺灣第

一期作的播種期適值寒冬，北部約需 5日，南部約需 3日的浸種，再曝曬後待其

長出嫩根即可撒布在秧田上，是為布種；第二期作播種期因為適值炎暑，只需經

1日或 2日的浸種後，不需曝曬發芽，即可直接布種。一般而言，在來種米約需

40-60日始能長成強健的種苗，蓬萊種米則只需 20-30日即可育成種苗準備插秧。 

2.整地：水稻必須生長在飽含水分的軟泥地，所以每一次耕種後都必須整地，整

地包括犁田、耙田和耖田。上季稻收成後，在乾燥的田裡用犁一道道翻鬆田土，

是為犁田；接著讓田土曝曬風化，到了插秧前約十幾天，就要引水入田，等田土

泡軟了，就進行耙田，目的是為了將田土切割成小塊；耙土過後，撒上肥料，是

為基肥，再用犁翻土一次，即可進行耖田的工作，耖田是將還結成小塊的土壤扒

碎；最後就是用碌碡將田土翻滾拍打，將整片田土攪拌成極為勻細平整的軟泥，

以便插秧。 

3.插秧：插秧就是將秧田裡的種苗移植到整地完成的水田，農夫以後退的方式，

將種苗插入水田裡，一次橫栽六叢，每叢三至五株秧苗，排列整齊以方便日後的

除草、施肥等工作，由於插秧比較費工且必須在短時間完成（時間拖久將使種苗

長太高因擁擠而枯死），所以這時自家勞力常不足而必須僱工或換工。插秧的時

間必須依氣溫、季風、灌溉和病蟲害等因素來決定，臺灣南部通常比北部提早一

個月的時間。 

                                                 
171 本段內容主要係由作者訪問農民並參考《臺灣 米》（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6年），
頁 99-103；〈稻米專集〉，《漢聲》第 12期，1982年，頁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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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耕除草：插秧後的大約兩個禮拜就要著手除草和追加肥料，通常第一期作共

要三次的追肥和除草，第二期作只要兩次即可；第二次中耕除草後，要把田裡的

水排乾，曝曬田土，之後再引水進田。 

5.壓稻：在臺灣中北部季風較強盛的地方，當水稻已經結穗時，農人將稻桿的根

部壓低並相互交纏，以抵抗強風，防止稻穗掉落，是為壓稻或押稻。 

6.收穫及乾燥：插秧以後三、四個月，稻穗飽滿，稻子成熟了，就開始收割和曬

穀的工作，農民收割後直接在田間用打穀機脫粒，然後搬到三合院的晒穀場或就

圖 3-6，台中州蓬萊米二期稻作在圃期間的工作行事曆 

資料來源：《臺灣主要農作物耕種梗概調查》（台北市：臺灣農會，1942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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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馬路曬穀，整個工作非常忙碌，需要相當多的人手，所以也通常要僱工或換

工。 

和栽植甘蔗比起來，種植水稻的田事雖然顯得緊湊而繁忙，但三、四個月

就可以收成，不像甘蔗要一年至一年半才能收穫，在生活費用的調度上顯得靈活

許多，然而，並不是每塊田地都能夠種植水稻，必須生長條件和地理環境相配合。 

第二項  水稻的生長條件與臺灣最適地 

影響稻作生育及栽培的條件包括氣候、土壤、地形與灌溉設施。 

一、氣候
172 

氣候要素包括氣溫、日照、雨量及濕度、風： 

1. 氣溫：水稻的栽培可以分單期作和雙期作，單期作的臨界氣溫為一年內月均

溫在 10℃以上的月份至少要 5 個月，其期間之平均氣溫約為 17-18℃；雙期

作則是一年內月均溫在 10℃以上的月份至少要 7-8個月，其期間之平均氣溫

約 20℃，且年均溫在 15℃以上之地方。就氣溫條件而言，臺灣全島各地年均

溫都在 21℃以上，故臺灣全島的稻作都可以是雙期作。以氣溫的年中分佈而

言，稻作期中希望高溫，7-8月之交高溫尤為必要，因為氣溫高，則稻之生育

旺盛而強健，病蟲害少，對伸長與捻實有良好影響；氣溫低，則反是。 

2. 日照：除了氣溫要高外，日照也必須足夠，若出穗前後日照不足，則延遲出

穗，穀粒無法飽實，影響收穫量甚大。以臺灣而言，南部的日照時數較北部

為多。 

3. 雨量及濕度：水稻為需灌溉之作物，自然需要多量的水分及濕度，其中以插

秧時期需要最多的雨量，出穗前需高溫高濕，出穗時需溫暖微雨，成熟期則

氣候乾燥最為適宜，由於降雨常伴隨著氣溫下降，日照不足，其害更甚於水

分之不足，所以最理想的栽培地點是雨日不要太多而水利興修之處。 

4. 風：稻作需要軟風，軟風可幫助蒸散作用，促使養分吸收良好；軟風一吹，

稻莖搖動，陽光因之普照全莖葉，有利於光合作用及植株之強健；成熟期之

軟風，有助於稻穀之乾燥，並減少病蟲害發生。但若是暴風則危害甚大，台

灣夏天常有颱風來襲，有時適值一期稻作的開花期，常給農民帶來嚴重損失。 

二、土壤
173 

                                                 
172 盧守耕，《稻作學》（台北：正中書局，1956年），頁 232-239；《臺灣 米》，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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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雖然在各種普通土壤都能生育，但最適宜的土壤首推粘質壤土或腐植

質壤土，其次則是壤土、砂質壤土，最不適宜的是砂土和粘土。若砂土過多，易

使水分滲透過度，養分流失且灌溉水消耗大；若粘土過多，則水分滲透不易，肥

料分解緩慢，所以粘質壤土或腐植質壤土最適宜，能適當保持水分和肥料，支持

稻體，流通空氣，以地質系統言，這類土壤多分佈在沖積層，屬於沖積土。 

三、地形 

由於水田需要灌水，所以最適宜種植水稻的地形是平原，但因為水稻是糧

食作物，有些地方即使沒有平原地形也必須種植水稻，這時就必須沿著等高線將

山坡地開闢成梯田才行。在台灣，和甘蔗一樣，水稻主要也是栽種在平原地形，

因此，當有一塊水利方便、既可種稻又可植蔗的田地時，就會產生排他性，以致

發生「米糖相剋」的現象。 

四、灌溉設施 

水田需要灌溉，特別是在台灣這種普遍高溫，但降雨季節分佈不均的氣候

條件下，灌溉設施幾乎是二期作水田的必備條件。 

綜合上述，以氣溫條件而言，除了山地地區氣溫較低外，台灣各地的氣溫

都適合種植水稻，而且都符合種植雙期作的溫度條件；以日照條件來說，南部較

北部日照時數充足，中部也不會太差；以雨量條件而言，冬天台灣北部受東北季

風影響，台北州和新竹州下常綿綿細雨達月餘，同時南部地區卻常遭乾旱，夏天

西南季風吹拂，南部常降驟雨，北部則雨量稀少，因此對稻作來說，北部冬雨所

招致的氣溫下降易使秧苗受損，且時逢第二期作收穫，經常妨礙稻穀的乾燥174，

而南部乾季太長，如果沒有水可以灌溉的話，即使氣溫條件符合雙期作，也只能

成為一年耕作一期的看天田；從土壤條件來看，台灣海拔高度 100公尺以下的低

平地區最常見的土壤類型就是沖積土175，除了西南部濱海地區的鹽土外，其餘各

地的土壤都適合種植水稻；以地形而言，北部的平原主要有台北盆地，中部的平

原有彰化平原、台中盆地和埔里盆地，南部的平原有嘉南平原、屏東平原。 

我們從栽培水稻的各個條件來分析，發現日照一項是北部稍差，降雨季節

分佈則是南部較弱，其餘無論是氣溫、地形、土壤等因素在台灣南北各地並沒有

                                                                                                                                            
173 盧守耕，《稻作學》（台北：正中書局，1956年），頁 240-241。 
174 《臺灣 米》，頁 4。 
175 石再添主編，《台灣地理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1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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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差異，那到底台灣最適合栽培水稻的地區是哪裡呢？除了這些自然因素

外，一地灌溉設施的有無幾乎就是決定該地是否能栽植水稻的關鍵要素。 

第三項  台中州是主要水稻栽培區的原因 

在台灣西部五州中，可耕地面積最大的是台南州，但台中州向來是台灣水

田面積分佈最廣的一州，而且隨著水稻農業的改良與發展，更拉大了和別州間的

差距（表 3-2），若從各州水稻的栽培面積來看（圖 3-6），更可明白台中州是台

灣的主要水稻栽培區。 

表 3-2，西部五州可耕地、水田面積的比較（1903、1920） 

項目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1903年可耕地面積（甲） 64,096.03 103,475.59 99,359.82 152,209.79 102,190.87 

1920年可耕地面積（甲） 90,870.23 129,206.35 146,834.54 250,011.00 126,229.52 

1903年水田面積（甲） 47,161.44 63,751.78 64,131.00 60,363.61 48,391.32 

1920年水田面積（甲） 55,710.00 72,478.91 90,731.45 86,824.26 63,165.58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年期。 

那麼台中州為什麼是台灣的主要水稻栽培區？在可耕地面積小於但水田面

積卻大於台南州的情況下，很明顯的，「水」是關鍵因素，水和降雨多寡、季節

分佈以及水利設施的有無關係最密切，台中州的年雨量不見得多於台南州，但是

降雨季節分佈不像台南

州那麼集中，這是台中州

在「水」方面的優勢，然

而僅憑這點並不足以使

台中州的水田面積就大

於台南州，因為台灣河川

短小流急，比降之大名列

世界前茅，如果沒有適當

的人為措施將水流引進

耕地，則水也只是奔流到

海不復返而已，基於此，

我們可以斷言，水利的發

圖 3-7，西部五州水稻栽培面積比較圖 

資料來源：《臺灣 米》（台北：總督府殖產局，1926年），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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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就是台中州成為台灣主要水稻栽培區的原因。 

到大正六年（1917）為止，除了眾所周知的八堡圳流灌一萬九千多甲的田

地外，還有葫蘆墩

圳、莿仔埤圳、五福

圳、后里圳、東西圳

等流灌面積都在三千

甲以上176，以行政區

確定後的大正十一年

為準，台中州的總埤

圳灌溉面積達七萬七

千多甲，灌溉面積在

一千甲以上的埤圳多

達 16條，居次的新竹

州總灌溉面積為五萬

八千多甲，兩者差距

將近兩萬甲，台中州

的埤圳灌溉面積不僅居西部五州之冠（圖 3-8），而且是遙遙領先，更證明了水利

的發達就是台中州成為台灣主要水稻栽培區的原因。 
 

                                                 
176 高�利三郎，《台中廳水利梗概》，頁 5。 

西部五州埤圳灌溉面積比較（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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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西部五州埤圳灌溉面積比較圖（1921）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第二十四統計書》，1922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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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民的抉擇與「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在台灣，從甘蔗與水稻的生長條件看來，無論是就地形、氣候或土壤而言，

兩者所要求的自然條件差異不大，這時候，一塊土地是要植蔗或是種稻，就取決

於「水的有無」和「農民的抉擇」。 

第一項  農民的抉擇 

台灣的農民大部分是所謂的家庭小農，以大正十年（1921）而言，有 88﹪

的農戶其經營面積在 3甲以下177，因此這樣的農戶在經營農業時，明顯地具有兩

個特性，即一、經營的目的在於家族的扶養，二、帶有濃厚的自給性或自作性，

也就是說農家在選種作物的時候，係取決於夠不夠生活，夠不夠吃用的觀點，而

鮮少由利潤的多少來做決定，並且多把自家的勞力收益化，凡事以自作為主，凡

事最好不要再拿錢去購買178，這樣的特性再加上米作與蔗作不同的特色，顯然會

影響農民種稻或植蔗的抉擇考量。 

就耕作勞力的使用、資金的調度以及風險的規避、收穫物的處理等各方面，

讓我們來看看米作和蔗作各有何優劣點： 

一、 米作的特色 

米作的優點有179：1.米作大多為一年二穫，其收益可以分成兩期，第二期作

收穫後又可以從事冬季間作，從而不缺自家的食料（米和蔬菜），販賣也比較自

由，不像蔗作有先賣卻的限制。2.米作一年二穫，可以分擔暴風雨的風險，即使

其中一作沒有收成，可以另一作來補償。3.米作對地力的消耗程度較小，需用肥

料較少，有連作的好處。4.米價較蔗價具波動性，富有投機的妙味，米價暴騰時

可以獲得甚大的利益。其缺點則是：耕作的農事相當集約，農忙時需僱工，農村

的勞力無法調節。 

以台灣農家的特性而言，種稻可以自給自足，並且能規避暴風雨的風險，

                                                 
177 直接引自柯志明，〈農民與資本主義：日據時代台灣的家庭小農與糖業資本〉，《中研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第 66期，1988年，頁 54-55。 
178 張漢裕，〈台灣米糖比價之研究〉，《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博士文集（一）》（台北：張
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1984年），頁 306-307。 
179 杉野嘉助，《台灣糖業年鑑》（台北：台灣通信社發行，1930年），頁 450-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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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臺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1895-1954） 

 

 84

更重要的是，一年裡頭就可以回收一次或兩次，對於家用現金的支出、資金的調

度有很大的好處，這些顯然較栽植甘蔗佔有優勢。 

二、 蔗作的特色 

蔗作的優點有180：1.甘蔗作在栽植後只需數回的管理照顧和施肥，6、7 個

月以後即可任其自己生長直到收穫期，期間有半年以上，這時農民可將勞動力投

入其他副業以增加收入。2.蔗作只要在灌溉排水設施和施肥上努力，單位面積收

穫量要達到三、四倍是容易的，米作的單位面積收穫量要達到兩倍以上是困難

的，意即蔗作收穫率還很有增進的餘地。3.若單只偏向米作的話，則地方農村的

勞力供需無從調節，工資的起落很大，蔗作可加以適當的調節，在栽培各方面是

必要且有力的。其缺點則有：1.甘蔗要一年至一年半才能收穫，這麼長的時間才

有現金的回收，對於家用支出的調度很不方便。2.耕作期間長達一年半，遭逢暴

風雨的危險幾乎無法規避。3.甘蔗較水稻更容易消耗地力，必須多加施肥，肥料

的花費較高。 

從台灣農家的特性來看，蔗作即使有優點，但耕作期間太長的這項缺點幾

乎就可以是勸誘農民植蔗的致命傷，以致於製糖會社必須想辦法幫農民解決資金

調度的問題，否則是不可能達到新式製糖場所需要的原料數量的，因此製糖會社

在蔗作獎勵規程中都會註明前貸金的給予標準和償還方法，並且也有綠肥的補助

和肥料的貸款，用種種人為的方法來補足栽植甘蔗的缺點，這樣才能確保原料的

安穩固定。 

那麼，農民如何就蔗作和米作的特性來作抉擇呢？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

必須回到「水的有無」來思考，假設一個農民的田地是旱田，也就是說，他的田

地根本沒有栽培水稻的條件，那麼也就沒有所謂的抉擇問題，當然他也可以選種

甘薯，但由於甘薯主要還是島內消費，若生產數量大將導致價格下滑，且甘薯無

法連作，必須和甘蔗輪作，若再考慮勞力的分配等問題，大多數時候甘薯是無法

和甘蔗競爭的181，所以抉擇主要是發生在水田地區，亦即水田地區才是米蔗競爭

的場所。 

根據民國四十一年（1952）一份對台中地區（相當於日治時代的台中州）

                                                 
180 杉野嘉助，《台灣糖業年鑑》，頁 450；相良捨男，《經濟上 見 臺灣 糖業》，頁 9-11。 
181 《熱帶產業調查會—糖業 關 調查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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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調查報告顯示182，影響農民選種水稻的經濟因素中高居首位的就是「水稻

生長週期短而資金週轉快」，非經濟因素中最重要的則是「水稻可供家庭食用」；

而影響農民選種甘蔗的經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整個農場上所需的勞動較易支

配」，其次則是「可向糖廠借貸資金（即前貸金）」，至於非經濟因素中最重要的

是「原料委員的勸導與鼓勵」，其次是「缺乏可栽培水稻的灌溉水」，由此可見，

在水田地區想要勸誘農民植蔗，製糖會社非要用盡心力不可，否則水稻在先天的

性質上是較易得到農民的青睞的。 

第二項  「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 

既然水稻在先天的性質上較易得到農民的青睞，那麼製糖會社要勸誘農民

植蔗，儘管可以用種種獎勵、補助的辦法，其最直接、最容易讓農民接受的，就

是期約保證，保證收穫時植蔗的收入和水稻相同，甚至高於水稻，這就是「米價

比準法」實施的由來，也是「米價比準法」可以成為「米糖相剋」問題之指標的

原因。 

從水稻和甘蔗的生長條件、台灣的地理環境和農民的抉擇來看，我們可以

說「水的有無」和「農民的抉擇」決定了「米糖相剋」問題，而「哪裡有水？」

則決定了發生「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但是，即使一個地方有水，如果製糖會

社不需依賴農民來收買甘蔗，那也就不會發生嚴重的「米糖相剋」問題，例如台

北州、新竹州和高雄州，台北州和新竹州的製糖所數目少且規模小，對原料的需

求較少，從而製糖會社對農民的依賴程度較低；高雄州的製糖所到後來幾乎全屬

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所有，而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主張以自作方式來解決原料問

題，不惜花費鉅資購買大片土地經營自作農場，所以對農民的依賴程度也較低，

因此這三州就比較沒有「米糖相剋」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地區米作和蔗作越是勢均力敵，則「米糖相剋」的現

象就會越激化，台中州由於灌溉發達適合種稻，也由於灌溉發達，雖然氣溫條件

稍差，但灌溉的利益可以彌補之，也適合植蔗，所以成為實施「米價比準法」的

最主要空間，自然也是發生「米糖相剋」問題的主要空間；台南州也有若干水田

地區，在這些水田地區仍然有「米糖相剋」的問題，然而因為所佔面積比例不大，

                                                 
182 此調查計畫係由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村經濟組發起，台灣省立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為計
畫執行機關，調查結果由謝森中執筆，見謝森中，《台灣之糖米競爭》（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

委員會發行，1953年），頁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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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作的勢力較弱，更重要的是嘉南大圳興築之後強制實施三年輪作制，壓下了因

為有水而浮現的「米糖相剋」問題，然而從另一角度觀之，有了水可以灌溉的台

南州，如果沒有實行三年輪作制，則「米糖相剋」問題將會比嘉南大圳興築前更

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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