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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治時代的台南州—米蔗緩衝的場域 

台南州雖然擁有全島面積最大的嘉南平原，卻因為降雨與水文的關係而一直

是以旱作為主，也因此自清代以來即成為臺灣最主要的甘蔗產區，日治時代發展

新式糖業仍然以這裡為重鎮，這裡的製糖所個數佔了將近全島的一半，這裡的農

民自古即習於植蔗，大部分的田地也沒有種水稻的條件，這裡本來就是臺灣蔗作

的大本營，直到發生一件改變了這一切的事，那就是嘉南大圳的興築，究竟嘉南

大圳通水之後，台南州的「米糖相剋」問題是如矢內原、川野、根岸等人所說的，

「米作與蔗作的對抗將“隨水流去”257」？還是如近年一些研究成果所指稱258，嘉

南大圳對農民的利益大於對製糖會社的利益，也就是「米糖相剋」的問題反而顯

現出來？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主題。 

第一節  台南州的米蔗作條件 

本節我們將從地形、氣候、水文條件、水利發展和特殊土地來探討台南州的

米蔗作條件。 

第一項  地形與氣候 

在大正九年（1920）確立行政範圍的台南州，位於臺灣西部的中央偏南，

北以濁水溪和台中州為界，南以二層行溪（二仁溪）和高雄州相鄰，共轄二市、

十郡，郡下又轄十二街、五十四庄259（表 5-1、圖 5-1），總面積為 5421平方公

里，在西部五州中次於台中州和高雄州，但若扣除蕃地面積，其平地面積卻是五

州中最大的，有將近五千平方公里260。 

台南州的地形並不複雜，由東向西依次是山地、丘陵和平原；全州地勢由

                                                 
257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 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 283；川野重任，《臺灣
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1941年），頁 194-195；根岸勉治，〈臺灣農企業 米糖相剋關係〉，

《南方農業問題》（東京：日本評論社，1942年），頁 46-48。。 
258 陳佳貞，《嘉南大圳之經濟效益分析》，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38；郭
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心》，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36-37。 
259 此處的街庄數係日治末行政變革底定後的數字，見《台南州第二十三統計書》（台南：台南州
總務部總務課，1943年），172-175。 
260 〈食糧關係統計〉，《臺灣食糧年鑑》（臺北：米穀食料新聞社臺灣支局，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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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東端的臺灣最高峰玉山主峰向西傾降，接著是阿里山山脈、南北帶狀丘陵，和

縱貫鐵路以西直到海間展開的一片平坦原野（圖 5-2），其中南北帶狀丘陵地在濁

水溪與八掌溪之間稱為斗六丘陵，八掌溪和曾文溪之間稱為嘉義丘陵；西部的平

原在北港溪以北屬濁水溪沖積扇平原的南半部，北港溪以南即是嘉南隆起海岸平

原261，亦即俗稱的嘉南平原。 

表 5-1，台南州郡市街庄管轄區域 
台    南    市 
嘉    義    市 
新    豐    郡 

安順庄    永康庄    仁德庄    永寧庄    歸仁庄    關廟庄    龍崎庄 
新    化    郡 

新化街    善化街    新市庄    山上庄    左鎮庄    安定庄    玉井庄    
楠西庄    南化庄 

曾    文    郡 
麻豆街    下營庄    官田庄    六甲庄    大內庄 

北    門    郡 
佳里街    西港庄    七股庄    將軍庄    學甲庄    北門庄 

新    營    郡 
新營街    鹽水街    柳營庄    番社庄    後壁庄    白河庄 

嘉    義    郡 
水上庄    中埔庄    大埔庄    番路庄    竹崎庄    小梅庄    民雄庄    
新港庄    溪口庄    大林庄     

斗    六    郡 
斗六街    斗南街    大埤庄    莿桐庄    古坑庄 

虎    尾    郡 
虎尾街    西螺街    二崙庄    崙背庄    海口庄    土庫庄 

北    港    郡 
北港街    水林庄    四湖庄    口湖庄    元長庄 

東    石    郡 
朴子街    六腳庄    太保庄    鹿草庄    義竹庄    布袋庄    東石庄 

資料來源：《台南州第二十三統計書》（台南：台南州總務部總務課，1943年），172-175。 

                                                 
261 林朝棨，《臺灣地形》（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7年），頁 270-274、35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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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台南州行政區劃圖 

擁有這麼大面積的平原可說是台南州的“天惠”，單就地形條件而言，台南

州可說具備了發展農業的優越條件，對於適宜在平原地區栽植的水稻和甘蔗，當

然都具有基本的吸引力，然而除了地形因素外，氣候對農業的影響更甚。 

在氣候方面，氣溫條件也是台南州的“天惠”，北回歸線通過嘉義市以南，

使得台南州跨越熱帶和副熱帶氣候，夏季長冬季短，即使是最冷月的一月月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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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台南州地形水文圖 
資料來源：底圖取自 DEM日照陰影圖，由宋國城教授研究室提供，地形分類參考林朝棨。 

也在 15�以上，夏季七月溫度最高，月均溫將近 28�（圖 5-3），全年普遍高溫

對甘蔗和水稻來說都是很好的生長條件；然而在雨量方面就沒那麼幸運了，台南

州的年雨量都在 1,500㎜以上，而且常常是在 1,800-1,900㎜之間，年雨量可說相

當豐富，可惜降雨季節分佈不均，雨季大概從五月開始，顯著集中於六、七、八

三個月，而且多是在短時間內降下大雨的那種暴雨型，夏雨集中率達 66﹪262，

十月開始就很少下雨，直到隔年三月都是乾季；降雨的空間分佈則是由沿海地區

                                                 
262 指六、七、八三個月的雨量佔全年雨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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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陸遞增 

這樣的雨期分佈與降雨型態，使得台南州的海岸地區成為乾燥、多風、多

砂、多鹽分的鹽分地帶，不利於任何農業的經營，乾季太長的缺點假使沒有適當

的水利設施予以灌溉，則大片的平原只能成為旱田或甚至淪為荒野。 

所以雖然地形、氣溫都很適合種稻和植蔗，但降雨條件不佳，若沒有水利

設施的配合，則不可能種水稻，至於甘蔗因為對乾旱的適應性較強，所以台南州

是較適合種甘蔗的。 

決定台南州能否種植水稻的關鍵在於水利設施，水利設施則和該地的水文

條件密切相關。 

第二項  水文與水利發展 

流貫於台南州的河川

從最北的濁水溪到最南的二

仁溪共有八條，是台中州河

川數的兩倍，然而長度超過

100 公里、流域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里的只有濁水

溪和曾文溪（表 5-2、圖

5-2），濁水溪上游支流又多

在台中州，所以台南州河川

雖多，但多是源近流短的小

河，由於集水區面積狹小，

冬季長時間乾旱、夏季暴雨

的降雨型態，使得這些河川

的流量變化非常大，夏季時

常氾濫成災，即使水量多，

也多在很短的時間內奔流入

海不復返，冬季時又成了涓

涓細流，這樣的水文特性顯然頗不利於水利設施的開發，所以台南州的開發雖

早，但整個清代所修築的水利設施大多是「陂」、「潭」等小型的蓄水池，規模都

台南州氣溫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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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台南州氣候圖 

資料來源：《台南州統計書》，各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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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且灌溉範圍都很小263，和台中州的八堡圳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以致於僅

有利用濁水溪水源的斗六、西螺一帶有二作田的存在，其他幾乎都是一作田或是

看天田264。 

表 5-2，台南州主要河川一覽表 
河川名稱 發源地 發源地高

度（m） 
長度（km） 流域面積（km²） 歷年平均降

水量（㎜） 
濁水溪 合歡山 3,416 186.40 3,155.21 2,428.4 
北港溪 劉菜園 516 81.66 645.21 1,877.7 
朴子溪 芋菜坑 1,421 75.67 426.60 1,855.1 
八掌溪 奮起湖 1,940 80.86 474.74 2,287.2 
急水溪 白水溪 550 65.05 378.77 2,011.7 
曾文溪 萬歲山 2,440 138.47 1,176.64 2,593.6 
鹽水溪 大坑尾 140 87.34 221.69 1,807.5 
二仁溪 山豬湖 460 65.18 350.04 1,932.6 

資料來源：直接引自楊萬全，〈水文〉，《台灣地理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1年），頁 59。 

清代的埤圳經過日治前期的管理和改善，包括圳頭圳路的改修、灌溉面積

的擴張、新修排水設施等，到大正十二年（1923）為止，嘉南大圳不計的話，公

共埤圳總數才十八條，灌溉面積 1,000甲以上的雖達十二條，但總灌溉面積才二

萬九千多甲265（表 5-3），台中州的八堡圳、葫蘆墩圳和莿仔埤圳三條合起來的灌

溉面積就要比全台南州的灌溉面積還多，而且因為河川水量不豐穩，每年三月降

雨時開始灌溉，到十月就呈缺水狀態，也只能灌溉一作田而已266，這就是受限於

降雨特性和水文條件的結果。 

台南州這樣的水利設施，使得佔全島耕地三分之一的二十七萬甲耕地中，

有水灌溉可以耕種水田的面積只有三萬九千甲（含水利組合的灌溉面積二萬九千

甲和認定外埤圳的一萬多甲），其中二作田有二萬二千甲，一作田有一萬七千甲，

合佔耕地的 14﹪，看天田有五萬一千甲267，佔耕地的 19﹪，其餘十八萬甲耕地

                                                 
263 陳鴻圖，《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臺北：國史館，1996年），頁 93。 
264 豬口誠，〈台南州下水利 特異性 農事經營 改善〉，《臺灣 水利》第 4卷第 5號，1934
年，頁 8-9。 
265 《台南州概況》（台南市：台南州役所，1923年），頁 78-79。 
266 豬口誠，〈台南州下水利 特異性 農事經營 改善〉，頁 8-9。 
267 豬口誠，〈台南州下水利 特異性 農事經營 改善〉，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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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旱田，在清代或是日治前期的臺灣，如果田地不能耕種水稻，那麼就只能

耕種甘蔗、甘薯或落花生了。 

表 5-3，台南州公共埤圳一覽表 
埤圳名稱 灌溉面積（甲） 埤圳名稱 灌溉面積（甲） 

鹿場課圳 5,443 崙仔圳 1,046 
道將圳 3,182 中興圳 1,030 
大湖口圳 1,715 白水溪圳 1,028 
頭前溪圳 1,608 許縣圳 677 
好收圳 1,374 柳仔溝圳 631 
茄苳腳圳 1,364 虎頭山埤 543 
十股圳 1,186 林內圳 450 
大林圳 1,090 依仁圳 447 
隆恩圳 1,078 楠梓仙圳 197 
資料來源：《台南州概況》（台南市：台南州役所，1923年），頁 78-79。 

因此從自然環境或人文條件

來看，與其說台南州最適合種甘

蔗，不如說台南州大部分田地只能

種甘蔗。 

第三項  鹽分地與看天田 

雖說台南州大部分的田地無

法種水稻只能種甘蔗，但也有兩種

土地很難收成甘蔗，那就是鹽分地

和看天田。 

所謂鹽分地是指土壤中鹽類

含量較高，即鹽基性土壤，主要分

佈在台灣西海岸南部地方的海成

沖積地上，特別是在台南州境內，

台南州十個郡中只有嘉義郡和斗

六郡沒有鹽分地的分佈，其餘各郡

的鹽分地合計面積共二萬三千多

台南州各郡鹽分地分佈比例

新豐郡
8%

新化郡
3%

曾文郡
1%

北門郡

27%

新營郡

2%東石郡

28%

北港郡

26%

虎尾郡

5%

6645甲

6406甲

6179甲

圖 5-4，台南州各郡鹽分地分佈比例圖 

資料來源：山本豐，〈台南州下 鹽分地改良 對 所

感〉，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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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其中尤以東石郡、北門郡和北港郡鹽分地特多，佔台南州鹽分地的 80﹪以

上268（圖 5-4）。 

鹽分地的成因主要是乾季太長，日照蒸發強烈，使土壤中的可溶性鹽類經

由毛細作用而上升積聚在土壤表層，其鹽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食鹽類，主受海

水的影響而分佈在海岸地帶；另一種是苦土鹽，主要是分佈在內陸一帶。鹽類由

於富於潮解性和吸濕性，所以白天會在土壤表層形成一層緻密的結晶殼，夜晚又

會潮解而滲入土壤當中，對作物的生長危害甚大，改良的方法就是施設排水和給

水設備，以洗去土中的鹽類269。如果要充分利用台南州的土地資源，勢必要改良

這些鹽分地帶才行，因為二萬多甲畢竟是很大的面積。 

台南州的另一種“疾患地”就是看天田，主要分佈在沿山一帶，面積達五

萬多甲。 

看天田的形成除了是氣候影響外，還指其特殊的土壤性質，所謂看天田是

指純靠夏季雨水勉強種植一期水稻的田地，除天雨外別無灌溉水，若夏季雨水不

夠則無法耕種，由於長年處於缺水的狀態，再加上土壤主要為重粘土，組織緊密，

以致於表土的鐵、礬土風化後可溶性物質集積在地表下約 15-25公分處和泥土膠

結在一起，因為此處犁刃無法到達，幾乎沒有鬆土的機會，土壤孔隙日久填滿了

上層土壤沈降的微細分子，因而形成一層堅磐，使得雨水下滲困難，地下水的循

環不良，偶爾大雨雨水又積聚不去，這種田地，如果種植作物的話，會阻礙根的

伸長，減少吸收養分的範圍270，無論是種水稻或是甘蔗都是收量較少，這樣惡劣

的田地竟佔了台南州耕地的 19﹪，如果甘蔗栽植面積不夠，則改良看天田不失

為一個增植甘蔗的辦法。而改良看天田的辦法就是使用深耕犁破壞地表下那一層

堅磐，然後再施以適當的灌溉。 

據估計，台南州五萬甲的看天田若加以改良後，一年的收益將有二千萬圓，

而地價可以上漲二千萬圓以上271，而這應該是發展台南州農業所必須走的路。 

總的來說，台南州雖然平原面積廣大，但囿於雨量的季節分佈不均以及水

                                                 
268 山本豐，〈台南州下 鹽分地改良 對 所感〉，《臺灣 水利》第 4卷第 1號，1934年，
頁 109-110。 
269 有安龍太郎，〈嘉南大圳區域內 於 鹽分地改良 就 （一）〉，《臺灣水利》第 4卷第 4
號，1934年，頁 48-50。 
270 �古紀三郎，〈看天田 關 研究〉，《臺灣農事報》第 10年第 10號，1916年，頁 19-23。 
271 〈雜錄--台南州下 看天田大改良計畫〉，《糖業》第 20年第 11號，1933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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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條件不佳，使得大部分的耕地無法種植水稻，製糖會社在此似乎可以避免像台

中州那樣和米競爭的場面，然而大面積的鹽份地和看天田也不利於甘蔗的栽植，

如何利用這兩種“疾患地”可能是台南州的製糖會社所要面對的另一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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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蔗支配到米蔗緩衝 

台南州的降雨、水文特性和水利設施都相對不利於水稻的種植，所以自古

以來就是台灣植蔗的重鎮，直到總督府決定興築當時東亞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嘉南大圳。 

嘉南大圳的興築到底是用“水”為製糖會社解決了「米糖相剋」的問題？

還是因為有了“水”而加遽了「米糖相剋」現象？正是本節所要探討的主題。 

第一項  新式糖業進駐以前 

在新式糖業進駐以前，台

南州內的各種農作物中，雖然

甘蔗的耕種面積並未具有壓

倒性的勝利，但是甘蔗仍然居

於支配性的地位，因為對臺灣

早期的農家而言，生產自家食

用的糧食是天經地義的事，稻

米和甘薯作為糧食作物，大部

分農家都會盡可能地種一些

水稻或陸稻，再加上少數二期

作的水稻耕種面積是加乘

的，所以甘蔗的耕種面積比例

雖然不到 20﹪（圖 5-4），但

和台中州比起來，仍可看出此

地甘蔗的重要性，此外若就全

臺灣的蔗糖生產而言，台南州

向來都是居全島之冠，無疑

地，在台南州，甘蔗是比水稻更重要的作物。 

台南州的植蔗傳統可追溯自荷蘭時期，當時蔗糖是荷蘭人在亞洲貿易的重

要商品，起初砂糖是由中國華南輸進臺灣再轉口到日本、中東等地，後來荷蘭人

決定在台灣生產，並且曾經為了保障漢人的蔗糖墾殖，而建議派軍征討麻豆社

台南州各種作物耕種面積百分比

（1902）

水稻
43%

甘薯
21%

甘蔗
16%

胡麻
6%

豆類
5%

落花生
5% 其他

4%

圖 5-5，台南州各種作物耕種面積百分比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第六統計書》，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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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可見當時麻豆附近即有許多甘蔗的栽植；明鄭時期許多政策因襲自荷人，「迨

（永華）受任勇衛，…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插蔗煮糖，廣備興

販。」又明鄭末年時蔗糖早已是稅收之一，當時共有蔗車一百張，年徵銀 1,976

兩273，至臺灣納入清版圖當時，臺灣縣（約今台南縣）有糖� 45個，諸羅縣（約

今嘉義縣）有 22 個，可見明鄭時期產糖地也主要在今台南州；清代的植蔗情形

可以明治三十二年（1899）的統計為代表，當時臺灣西部的台北縣舊式糖�數是

91個、台中縣是 114個、台南縣是 1,057個274，可見台南州一帶是植蔗的大本營；

日治後這種情形並未有多大的變化，在日本資本的新式製糖尚未大舉進入臺灣以

前，總督府根據新渡戶稻造

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

而發佈「臺灣糖業獎勵規

則」，結果在初期成為以獎勵

「改良糖� 」為主的型態
275，當時各地的製糖家紛紛

申請設立「改良糖�」，在明

治三十九年（1906）到四十

一年間，全島共 67家「改良

糖�」設立，單只台南州就

有 43 家，佔了全臺灣的 65

﹪（圖 5-5），再次證明甘蔗

在台南州的重要性。 

可想而知，新式糖業進

入臺灣後，台南州的甘蔗仍

一如從前扮演具支配性的角

色。 

                                                 
272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
頁 84-85。 
273 盛清沂，〈明鄭的內治〉，《臺灣史論叢‧第一輯》（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頁 158-159。 
274 村上玉吉，《南部臺灣誌》（台南：台南州共榮會，1934年；1994年南天書局重印），頁 351-353。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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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西部五州改良糖� 數百分比
（1906-1908）

台北州
4%

新竹州
1%

台中州
15%

台南州
65%

高雄州
15%

圖 5-6，西部五州改良糖� 數百分比（1906-1908）

資料來源：改良糖�事業成蹟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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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新式糖業的發展與經營 

儘管最早登陸臺灣的新式製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因為交通的因素而棄台

南州的麻豆就高雄州的橋仔頭276，但到日治末期台南州不僅製糖所個數比高雄州

多，而且總壓榨能力（34,200噸）是高雄州總壓榨能力（11,200噸）的三倍多。 

一、新式製糖場的設立 

台南州新式製糖場的設立時間可以分成兩波，第一波製糖場都在明治四十

三年（1910）製糖能力限制前即已申請設立許可，這一波是主波，製糖場數量高

達 17個（表 5-4），其中最早的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岸內製糖所，在明治三

十八年（1905）就開始著手作業，最晚的是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的嘉義工場，在大

正二年（1913）才開始著手作業，總計八年間設立了 17 家規模龐大的新式製糖

工場，而甘蔗栽種面積也由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一萬一千多甲躍升至明治四

十四年（1911）的五萬六千多甲（圖 5-6）。值得一提的是，台南州最早設立的鹽

水港製糖會社是以王雪農為首的臺灣人富商在「臺灣糖業獎勵規則」發佈後兩

年，即明治三十七年（1904）二月就創立了，並在當時的鹽水港廳岸內庄建設壓 

圖 5-7，台南州甘蔗耕種面積變遷圖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官房統計課，各年期）。2.〈過去 暴

風雨 甘蔗及米作 被害〉，《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925）9月 16日，3版。 

                                                 
276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共同印刷株式會社，1939年），頁 112。 

台南州甘蔗耕種面積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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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能力 350噸的新式工場，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新式製糖會社277。 

表 5-4，台南州內新式製糖場一覽表 

會社名 

（創立年期） 

工場名 工場所在地 作業

著手

年期 

壓榨能力

（噸） 

沿革 

岸內製糖所

第一工場 

新營郡鹽水

街岸內 

1905 1000 鹽水港製糖會社係 1904.2由王雪

農等臺灣人創立，本製糖所為其

工場，當時壓榨能力為 350 噸，

其後由於資金不足，遂由日本內

地資本家荒井泰治等集資繼承事

業，於 1907年 3月在東京銀行集

會所召開創立總會，4 月本工場

能力增加為 500噸。 

新營製糖所

第一工場 

新營郡新營

庄新營 

1908 1500 1907.4.30 設立，1908 年 10 月開

始作業，當時能力為 1000噸。 

岸內製糖所

第二工場 

新營郡鹽水

街岸內 

1911 1000 1910.6.9設立，1911年 10月開始

作業，當時能力為 750噸。 

鹽水港製糖

株式會社

（1904.2） 

新營製糖所

第二工場 

新營郡新營

庄新營 

1936 1700 1935.12.5設立許可。 

蕭�工場 北門郡佳里

庄佳里 

1908 1500 明治製糖係由澀澤榮一、淺田正

文、森村市左衛門等內地資本家

以資本金五百萬圓於 1906.12.29

創立，蕭�工場於 1906.11.10 設

立許可，1908年 12月開始作業，

當時能力為 840美噸。 

蒜頭工場 東石郡六腳

庄蒜頭 

1911 3200 1906.11.10設立許可，1910年 11

月開始作業，當時能力為 1100美

噸，1921.12 增設 750 美噸，

1929.6.10 能力變更許可為 2200

美噸。 

明治製糖 

株式會社

（1906.11） 

總爺工場 曾文郡麻豆

街溝子墘 

1912 1500 1910.3.17 設立，1911 年 12 月開

始作業。 

                                                 
277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臺北：臺灣新聞社，1926年），頁 33-34。同一年的
橋仔頭製糖場壓榨能力是 25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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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製糖所 嘉義郡水上

庄南靖 

1908 3200 東洋製糖株式會社係由德久恒

範、臼井房吉等人和其他鈴木系

乘著日俄戰爭後的景氣，募集資

本金五百萬圓於 1907 年二月創

立，本製糖所於 1908 年開始作

業，1927.9.28 被明治製糖所承

繼，1937年變更能力許可。 

烏樹林製糖

所 

新營郡後壁

庄烏樹林 

1911 1600 1910 設立，當時能力為 750 英

噸，1927.9.28被明治製糖所承繼。 

斗六製糖所 斗六郡斗六

街大崙 

1911 800 原屬斗六製糖株式會社，1914.8

被東洋製糖合併，1927.10.26 再

被大日本製糖所承繼。 

東洋製糖 

株式會社

（1907.2） 

北港製糖所 北港郡北港

街北港 

1911 3200 原屬北港製糖株式會社，1915.3

被東洋製糖合併，1927.10.26 再

被大日本製糖所承繼。 

虎尾製糖所

第一工場 

虎尾郡虎尾

街虎尾 

1909 3300 大日本製糖是日本內地的株式會

社，設立於 1896 年，1906 年到

臺灣投資興建製糖場，虎尾第一

工場於 1906.12.28 許可設立，

1909開始作業，1926年再擴張。 

虎尾製糖所

第二工場 

虎尾郡虎尾

街虎尾 

1912 1600 1912 年開始作業，當時能力為

1000英噸。 

玉井製糖所 新化郡玉井

庄玉井 

1911 1000 原為永興製糖株式會社的�吧哖

工場；1913.2 鈴木梅四郎、安部

幸之助等以資本金三百萬圓組織

成立台南製糖株式會社，接著買

收永興製糖株式會社，繼承永興

製糖的� 吧哖工場和二重溪工

場，1915.1.20二重溪工場合併於

�吧哖工場，並變更設計為 420

噸的分蜜糖工場，1928.1.16被昭

和製糖株式會社承繼，1939年在

被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承繼。 

大日本製糖

株式會社

（1896.1） 

龍巖製糖所 虎尾郡土庫

庄龍巖 

1936 1600 1934.6.21設立許可。 



 
第五章  日治時代的台南州—米蔗緩衝的場域 

 135

灣裡製糖所 

第一工場 

新化郡善化

庄六分寮 

1906 700 原屬舊台南製糖株式會社；臺灣

製糖株式會社係由鈴木藤三郎、

山本悌二郎等以資本金一百萬圓

於 1900.12.10創立，1909年合併

舊台南製糖株式會社承繼本製糖

所。 

三崁店製糖

所 

新豐郡永康

庄三崁店 

1909 1200 原屬英人經營的怡記製糖株式會

社；1912年 1月被臺灣製糖株式

會社合併承繼，當時能力為 850

噸。 

車路墘製糖

所 

新豐郡仁德

庄田厝 

1911 1500 1910 年設立，當時能力為 1200

美噸。 

臺灣製糖株

式會社

（1900.12） 

灣裡製糖所 

第二工場 

新化郡善化

庄六分寮 

1928 1500 1928.6.18新設。 

新高製糖株

式會社

（1909.10） 

嘉義工場 嘉義郡大林

庄大湖 

1913 1600 1913.2開始作業，1935.4.17新高

製糖被大日本製糖合併，本工場

改稱大林製糖所。 

資料來源：1.《臺灣糖業統計》，各年期。 

          2.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臺北：臺灣新聞社，1926年）。 

第二波只能算是餘波，只有三個製糖所，分別是昭和三年（1928）臺灣製

糖的灣裡第二工場和昭和十一年（1936）鹽水港製糖的新營第二工場、大日本製

糖的龍巖製糖所，灣裡第二工場的新設是為了消化原料區內過多的甘蔗278，新營

第二工場和龍巖製糖所則是因為嘉南大圳施行三年輪作，以及看天田和鹽分地的

改良使得甘蔗產量增加的結果279。 

由以上兩波新式糖廠設立的時間來看，可見台南州新式糖業的發展是在短

時間內即展開了全面的開發，其主要原因即是台南州向來的蔗作傳統與大片粗放

的原野。 

二、新式糖業的經營 

面對不同的自然環境和農業條件，台南州和台中州的製糖會社其遭遇的問

題與經營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278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頁 238。 
279 藤黑總左衛門，〈南部臺灣 產業的使命 嘉南大圳〉，《臺灣時報》昭和 11年（1936）3月
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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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敵作物與甘蔗原料的獲得而言，在台南州由於可以栽培水稻的水田

很少，除了少數地區以外，“米”並不成為甘蔗的敵作物，因此除了大正年間有

幾年東洋製糖會社曾經在南靖和烏樹林、斗六製糖所實施「米價比準法」外，其

餘製糖會社未曾在台南州的製糖所實施過「米價比準法」（表 2-1）。而各製糖會

社訂定買收價格時主要是看原料區內的情形而定，例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的生產

費向來都居全島最低，乃是因為其甘蔗原料的買收價格最便宜，而之所以能夠如

此，乃因為其主要原料區域內幾乎沒有水田，農民除了甘蔗、甘薯作以外無法種

植較好的作物280，也因為農民沒有籌碼可選擇，台南州一般製糖會社在買收甘蔗

原料時比較不會遭遇困難，所以這裡的製糖會社自作比例通常很低，例如以自作

為主聞名的臺灣製糖，其在台南州內的車路墘、三崁店和灣裡製糖所，買收的比

例就遠高於在其他地區的製糖所（圖 5-8）。 

亦即，台南州的製糖會社相較於其他地區而言，特別是相較於台中州的製

糖會社而言，在嘉南大圳通水以前可說是沒有「米糖相剋」的困擾。 

                                                 
280 小野文英，《臺灣糖業 糖業會社》（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1930年），頁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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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南州的製糖會社面臨的別種問題是開拓邊際區域和改良“疾患地”的

問題。沒有“米”這個敵作物，固然可以較低廉的價格收購甘蔗，但田地條件太

差，使得單位面積產量太少也會讓製糖會社面臨原料不足的問題，所以製糖會社

就想辦法或是借用官方的力量來改善這種情形。以開拓邊際區域而言，例如大日

本製糖會社的虎尾製糖所在大正八、九年（1920）時其原料區內的蔗作可能耕地

才二萬八千甲左右，因為總督府在貓而干一帶施設防風林（砂防林）的結果，在

海口（今麥寮）和崙背一帶增加了一萬七千多甲的可能耕地，而因為大濁水護岸

工事的施行，又在新虎尾溪上游多得了三千多甲的河川浮覆地，到大正十五年為

止，其可能耕地達到了四萬六千甲281；以改良“疾患地”而言，東洋製糖在北港

原料區投下二十二萬圓開設排水溝以改良每甲只能收四萬斤的鹽分地282，而鹽水

港製糖的新營農場是看天田，為解決其土壤問題特從英國購買大型蒸汽犁實施深

耕以改良之，又其在曾文郡下營庄的三百甲�耕農場是原本每甲只能收三、四萬

                                                 
281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頁 4。 
282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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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8，臺灣製糖各製糖所原料自作與買收面積比例（1929-30 年期） 

 資料來源：小野文英，《臺灣糖業 糖業會社》，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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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的鹽分地，經過其開鑿排水溝、補充有機物後，每甲可以收到十三萬斤283。 

三、蓬萊米栽培普及的影響 

在昭和五年（1930）嘉南大圳全線通水以前蓬萊米即已栽培普及，對台南

州的製糖業有何影響呢？有沒有「米糖相剋」的現象呢？答案是有影響，但只是

間接影響，除了少數優良的水田地外，大部分地區沒有「米糖相剋」現象，但卻

連帶有甘蔗和甘薯的相剋。 

由於蓬萊米必須種在優良的“上田”，台南州有此優良條件的田地主要分

佈在濁水溪南岸的虎尾郡和斗六郡部分田地284，共一街三庄，即西螺街、二崙庄、

崙背庄和莿桐庄，其中西螺地方的蓬萊米就佔了台南州的 80﹪285。事實上這時

候的蓬萊米栽培面積雖有增加，但直到昭和二年（1927），即使嘉南大圳濁幹線

已經部分通水，蓬萊米栽培面積都還不到 4,500 甲（圖 4-11），而臺灣的移出米

中，南部所移出的仍以在來米為主286，可以說台南州的製糖會社並未受到高價蓬

萊米多大的衝擊，這可以由台南州的製糖場多未採行「米價比準法」看出來。 

然而由於蓬萊米大量移出日本，使得臺灣有糧食不足的現象，甘薯這個向

來是臺灣人補充米食的作物因之需求旺盛而價格暴騰，這麼一來甘蔗就居於弱

勢，因為甘薯作只要六個月就能收穫，且大多無須施肥，一甲地約可獲利五百圓

左右，而甘蔗卻要一年又四個月以上才能收穫，且獲利僅三百五六十圓287，甘薯

當然就成為甘蔗有力的競爭作物，製糖會社在買收甘蔗原料時，也必須將此因素

考慮進去，否則會有原料不穩固之虞，但另一方面由於甘薯不能連作，而且即使

是“下田”也能種甘薯，價格雖好，種的人一多，量多就價跌，所以甘薯的價格

無法持續上升，這是台南州的製糖會社相較於台中州的製糖會社有恃無恐的原

因。 

第三項  國家與嘉南大圳的興築 

像嘉南大圳這樣規模龐大的水利工程，沒有國家的力量介入是不可能完成

的，到底總督府是在什麼動機下願意投入鉅額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來完成這項在

                                                 
283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頁 43-46。 
284 〈台南州內地米獎勵〉，《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1925）2月 11日。 
285 〈蓬萊米 作柄 出迴期 就 〉，《臺灣米報》，昭和 6年（1931）5月號。 
286 〈一期米移出 產地〉，《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1925）8月 11日。 
287 〈新營郡下 蕃薯 栽培旺盛〉，《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1925）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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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東亞最大的水利工程呢？是像一般學者所說的，站在製糖會社的立場保障

其原料收購嗎？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檢驗嘉南大圳興築的緣由，以及實施三年輪

作制的原因。 

明治四十一年（1908）總督府打算投入三千萬圓的預算金從事二十四個年

度的水利事業施設計畫，在改修公共埤圳的過程當中經常因為河川氾濫導致工事

預定地流失或荒廢，使得此計畫出現困難，於是在大正四年（1915）八月派遣調

查員到西海岸各廳下，調查因為灌溉排水不便而致地力匱乏但又因為工費頗多而

無法由民力經營的地區，以便進行水利事業計畫，其結果就是桃園大圳的興築，

當時的嘉義廳長津田毅一得知桃園大圳動工後，即以「必能增產稻米」的理由提

出調查申請，於是大正六年三月土木局長山形要助派遣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等人

南下嘉義廳和台南廳從事調查，調查的結果於十一月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

原本計畫可得灌溉面積七萬五千甲，採三年輪作，其中甘蔗一回，水稻二回，但

因為當時日本內地所需砂糖尚不足二百萬擔，於是改成甘蔗五萬甲，水稻二萬五

千甲的六年輪作案向議會提出，結局議會以希望灌溉面積為十五萬甲及調查不充

分為理由，決議延遲一年，消息傳出後，地方農民代表等共一萬一千五百多人於

大正七年連署提出請願，希望工事盡快施行，於是重新展開調查，除原案外再提

出三年輪作九萬九千甲（水田、甘蔗、雜作各三萬三千甲），以及三年輪作十五

萬甲（甘蔗五萬甲、水田二萬五千甲、雜作七萬五千甲）兩案，最後以總事業費

四千二百萬圓的六年計畫，由國庫補助一千二百萬圓，由灌溉地利害關係者組成

組合經營之，總灌溉面積為十五萬甲的內容，於大正九年第四十二回帝國議會中

提出，當時山形局長等人到東京和中央政府數度折衝，不幸遇到議會解散，下村

總務長和山形等人再接再厲於同年七月的臨時議會再提案，當時這個臨時議會是

因為「米不足」而召開的，於是在提案中變更米作為五萬甲，並說明要增產米唯

有官佃溪埤圳，而終於獲得議會的通過288。 

由於嘉南大圳需耗費鉅資，其申請案一波三折，從大正六年到大正九年，

隨著內地殖民政府對米糖需求的不同而改變其灌溉目標，大正九年正逢受第一次

大戰影響使日本米價暴騰的後期，嘉南大圳的計畫最後是以「增產米」為目標而

                                                 
288 八田與一，〈臺灣土木事業 今昔〉，《臺灣 水利》第 10卷第 5號，1940年，頁 89-91；《嘉
南大圳》（嘉義：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21年），頁 1-13；枝德二，《嘉南大圳新社事業概要》
（嘉義：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30年），頁 1-3；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嘉南大圳之父—
八田與一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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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通過的，由此可以看出殖民政府計畫之初並沒有特別圖利製糖會社的意思。 

再來談實施三年輪作制的原因，於大正九年開工的嘉南大圳，其設計主要

可以分成兩個區域，北港溪以北的水源乃取自濁水溪，北港溪以南的水源則取自

曾文溪，濁水溪取水的方式是在斗六街林內和莿桐庄新庄子的濁水溪護岸設取水

口引水進給水路幹線，再經由給水路支分線流灌約五萬二千甲的田地，這一部份

的工程在大正十三年（1924）即已順次開始通水灌溉；曾文溪的取水方式比較複

雜，是在曾文溪上游大埔溪的右岸（楠西庄旺萊宅）設取入口，然後引水穿越烏

山嶺隧道後放流到官佃溪上游，這之前必須先在烏山頭築一個大堰堤攔阻官佃溪

的河水，則引過來的水就被攔阻在官佃溪流域而成為一個天然的貯水池，可以貯

存曾文溪、官佃溪的河水和雨水，然後再經由給水路線將水流灌到約九萬八千甲

的田地，這一部份的工程是在昭和五年（1930）竣工，此外並在海岸地區築造潮

止提防，用來排水並防止鹽分的浸潤以開拓新耕地289（圖 5-9）。 

                                                 
289 枝德二，《嘉南大圳新社事業概要》（嘉義：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30年），頁 21-23；藤
黑總左衛門，〈南部臺灣 產業的使命 嘉南大圳〉，《臺灣時報》，昭和 11年（1936）3月號，
頁 6。 



 
第五章  日治時代的台南州—米蔗緩衝的場域 

 141

以台南州的水文

條件而言，濁水溪和

曾文溪是境內僅有超

過 100 公里的長河，

這是在當時的技術下

所能引用的最大水

量，然而這樣的水量

無法滿足十五萬甲耕

地得到充分的水源，

所以八田與一在大正

七年（1918）的計畫

書中就提到「三年輪

作給水法」的構想，

他認為： 

「利用兩大水源每年

可供水的面積最多也

不會超過七萬甲，因

此，雖然這七萬甲耕

地每年可生產稻米，

但其餘未能供水的土

地仍是不毛之地，不但

無法生產稻米，連種植

甘蔗、雜糧作物都不可

能，⋯同樣是嘉南地區的農民，只因住地不同，即明顯地被區分為富農和貧農，

這對臺灣的未來絕非好事。⋯因此，我認為宜將嘉南平原分為二個或三個灌溉

區，然後輪流供水，使嘉南地區所有的農民都能平等地獲得灌溉的利益，⋯目前，

由於米價甚高，農民因而不喜歡種植甘蔗，影響所及，臺灣糖業將困擾於受供水

之限制而無法發展，輪流供水法亦可解決上述問題。290」 

                                                 
290 直接引自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8期，2000
年，頁 162-163。 

圖 5-9，嘉南大圳計畫圖 

資料來源：《嘉南大圳》，1921年，刊頭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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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徹底實行三年輪作制畢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台南州知事永山止米

郎在大圳完工後即大聲呼籲，三年輪環給水法是在水源不足下最好的方式，是對

農民最均惠的方式，一定要徹底實行291。 

八田與一是提出三年輪作制度的人，由他的說明最能夠看出實行三年輪作

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供水不足，在供水不足的情況下如果只著重於稻米的生

產將導致不公平，為了公平必須輪流供水，而輪流供水的狀況下也順便可以保障

製糖會社的原料來源，所以我們很難說嘉南大圳三年輪作的設計就是為了保障製

糖會社，此外，幾乎所有的文獻都提到嘉南大圳的貢獻是「米糖增產」，對照嘉

南大圳修築以前，似乎“米”才是贏家。 

第四項  米蔗緩衝的形成--三年輪作制 

沒有敵作物而能安逸地以低廉價格收買甘蔗的台南州的製糖會社，在嘉南

大圳部分通水後以及蓬萊米日漸普及的大正十五年（1926）即漸漸感受到“水”

的威脅，因之預測嘉南大圳的修築是會社自己拿武器（灌溉）給農民來威脅自己

292，事實上在最早通水（大正十三年）的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虎尾製糖所原料

區，其甘蔗耕作地在大正十四-十五年期比前一年減少二千三百多甲，昭和一-二

年期又比前一年減少二千四百多甲，以致產糖量縮減293，耕種面積減少的原因當

然是因為蓬萊米的關係，由於蓬萊米在西螺栽培試驗成功，農民發現比在來種米

每甲可以增加二百餘圓的收益，加上通水後有水可以灌溉，於是紛紛改種蓬萊米

294。 

所以說嘉南大圳的“水”浮現了「米糖相剋」現象，但是“水不足”又使

這個現象得到緩衝，其機制就是三年輪作制。 

我們首先要認識的是，三年輪作制只是一種強制性的農田配水，而非強制

性的耕作制度，農民仍然擁有選擇作物的自主權295。它的給水方法是將嘉南大圳

全區域十五萬甲的土地依據水路系統劃分給水區域，每一給水區域是一百五十

甲，其中再劃分成三區，每區五十甲，分為夏季單期水稻作、甘蔗作和雜作，給

                                                 
291 永山止米郎，〈嘉南大圳 三年輪作 徹底 〉，《糖業》第 17年第 4號，1930年，頁
4-5。 
292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頁 48。 
293 小野文英，《臺灣糖業 糖業會社》，頁 121-123。 
294 左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會社篇》，頁 13。 
295 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心》，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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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則為水稻作在北港溪以北是從五月至十月，北港溪以南是從六月到九月連續

給水，甘蔗作是從水稻作末期到翌年的三、四月依各給水區氣候、土地狀況間斷

給水，雜作區則不給水，如此每一小區三年一輪，而每一給水區域則在一年內同

時有三種作物的生產，是一種地域型的輪作法296（圖 5-10）。 

 

 
 
 
 
 

    
 
 

值得注意的是，實際通水後有所謂「特殊區域」並未加入三年輪灌的給水

系統，特殊區域是指在嘉南大圳建成以前原本即有傳統埤圳灌溉的地方，例如公

共埤圳安慶圳，該地農民希望維持原本水稻連作（一年一回至二回的水稻作）的

耕作方式，而不願實行三年輪作，這種特殊區域面積共 10,107 甲，北港溪以北

有 1,690甲，以南有 8,417甲297，可見得照農民意願的話，若非水的限制，則農

民是偏愛種水稻的。 

由於三年輪作只是給水的強制而非耕作的強制，所以最初實施的成績並不

理想，昭和五年時（1930）三種灌溉區內符合其灌溉目標的作物耕種百分比都不

到 50﹪，隨著小組合員的推動和農民日漸接受後，三種作物的耕種百分比雖有

增加，但甘蔗輪作區的成績都不如水稻輪作區的耕種比例，從昭和五年到昭和十

五年的十年間，甘蔗耕種百分比最高只達到 74.8﹪，稻米最高達到 89.4﹪，雜作

最高達到 74.2﹪（圖 5-11），若從三種作物實種面積佔輪作面積的百分比來看，

則昭和五年到昭和九年（1930-1934）的平均，雜作佔 113.5﹪，水稻佔 98.2，甘

                                                 
296 根岸勉治，〈臺灣輪作農業 稻蔗相剋統制〉，《臺灣經濟年報》（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3
年），頁 306、311。 
297 東海林稔、財津亮藏，〈嘉南大圳 通水後 於 土地利用狀況 關 考察〉，《臺灣農事

報》第 324號，1933年，頁 41。 

圖 5-10，嘉南大圳灌溉區三年輪作示意圖（北港溪以北） 

資料來源：東海林稔、財津亮藏，〈嘉南大圳 通水後 於 土地利用狀

況 關 考察〉，《臺灣農事報》第 324號，1933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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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只佔 61﹪298，這表示雜作大量侵入其他兩種輪灌區內，水稻雖然最容易受水

的限制，但也將近達到輪作面積的百分百，而甘蔗距離應有的輪作面積還有一大

段距離，由此可知，從沒有水到有水，台南州「米糖相剋」的現象是漸漸浮現出

來了。 

另一方面，

雖然甘蔗的輪作

率總是不如理

想，但由於嘉南大

圳不只是施行農

田的灌溉和排水

而已，同時並積極

從事土地改良與

耕作的指導，對於

看天田地帶利用

機械犁施以深

耕，對於低濕土地

施以排水，對於濱

海鹽分地則施行

抽鹽方法299，嘉南

大圳的水使得原本許多“疾患地”變成耕地，所以甘蔗的耕種總面積比起之前仍

是增加了五千六百多甲（表 5-5），此外各種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都提高了，例如

甘蔗在大圳興築前每甲的平均收量是四萬三千多斤，修築後的昭和十二年，每甲

的平均收量是十二萬五千多斤（表 5-6），多了將近三倍的收量，對製糖會社而言，

總面積的增加和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都使得因為“水”所浮現的「米糖相剋」

現象獲得了“緩衝”。 

 

 

                                                 
298 直接引自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據時期為中心》，頁 78、80。 
299 孫鐵齋，〈臺灣嘉南大圳輪作制度之初步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第 8卷第 4期，1956年，
頁 166。 

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區的輪作率（193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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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區的輪作率（1930-1940）

資料來源：直接引自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以日

據時期為中心》，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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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嘉南大圳前後三種作物耕種面積變化(甲) 

作物別 工事前耕種面積 計畫預定面積 工事後實際面積* 實際增減狀況 

水稻 13,160 50,000 49,687 +36,527 

甘蔗 31,486 50,000 37,137 +5,651 

雜作 89,689 50,000 50,736 -38,953 

養魚池 8,835   -8,853 

無收穫地 13,400   -13,400 

合計 156,570 150,000 137,560 -19,010 

*指昭和十二年（1937）的統計 

資料來源：根岸勉治，〈臺灣輪作農業 稻蔗相剋統制〉，《臺灣經濟年報》，頁 314。 

表 5-6，嘉南大圳前後三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變化 

作物別 工事前收量 計畫預定收量 工事後實際收量* 實際增減狀況 

水稻（石/甲） 8.14 13.13 15.78 +7.64 

甘蔗（斤/甲） 43,816 77,653 125,179 +81,363 

雜作（圓/甲） 67.89 143.83 199.28 +131.39 

*指昭和十二年（1937）的統計 

資料來源：根岸勉治，〈臺灣輪作農業 稻蔗相剋統制〉，《臺灣經濟年報》，頁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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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嘉南大圳時期的製糖會社與農民 

嘉南大圳的修築對製糖會社而言是利還是弊呢？對蔗農而言又是好還是壞

呢？正是本節所要探討的主題。 

第一項  對製糖會社的影響 

台南州各製糖所除了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的斗六工場外，其餘各工場的原

料區都或多或少包含於嘉南大圳的輪灌區內，其中大日本製糖和明治製糖在大圳

內的原料區都在四萬甲以上，以個別經營而言，每家製糖會社在大圳內的原料區

都佔製糖所總原料區面積的 50﹪以上，其中鹽水港製糖的岸內和新營製糖所更

高達 73.71﹪。總的來說，影響最小的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無論是比例或是面

積都是最小（表 5-7）。 

表 5-7，台南州各製糖會社原料採取區受嘉南大圳影響比例 

製糖會社名 
項目 

臺灣製糖 
株式會社 

明治製糖 
株式會社 

大日本製糖 
株式會社 

鹽水港製糖 
株式會社 

原料採取區內耕地面積（甲） 40,299 72,337 89,701 34,653 

大圳區域內原料採取區面積

（甲） 
20,274 43,543 47,374 25,544 

大圳區域內面積佔採取區面積

百分比（﹪） 
50.31 60.19 52.81 73.71 

大圳區域內面積佔全大圳區域

面積百分比（﹪） 
14.83 31.84 34.65 18.68 

資料來源：東海林稔、財津亮藏，〈嘉南大圳 通水後 於 土地利用狀況 關 考察〉，

《臺灣農事報》第 327號，1934年，頁 28-29。 

嘉南大圳對製糖會社的影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是「有利

說」，即認為原本製糖會社收買甘蔗時，常受到米、甘薯等競爭作物價格變動的

影響，如若競爭作物價格高，會社為了避免原料不足而必須提高收購價格，如若

競爭作物價格低，會社又要擔心生產過剩的危機，使得甘蔗耕種面積常處於不安

定的狀況，嘉南大圳三年輪作實施後，每年都有一定的甘蔗耕種面積，會社可以

節省勸誘、獎勵的經費，又有安全的原料供給，所以對製糖會社而言是極有利的；

另一種說法是「不利說」，即認為嘉南大圳新設前，區域內耕地除了一小部分水

田外，其餘大部分都是蔗作候補地，因為在多數場合中蔗作是比其他作物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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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社很容易依據其需要的程度自由地選定甘蔗耕種地，嘉南大圳通水後反而

束縛了這樣的自由300。 

以上的兩種說法是嘉南大圳剛通水後昭和五年時的說法，到底哪一種說法

較接近事實呢？是不是製糖會社真得可以節省勸誘和獎勵的經費呢？我們可以

從蔗作獎勵規程中和嘉南大圳有關的項目來檢驗（表 5-8）。 

表 5-8，和嘉南大圳有關的獎勵規程與實施的製糖所、年期 

獎勵規程項目 實施的製糖所和年期 年期總數 

嘉南大圳輪作助成 大日本製糖的虎尾（1929-1931） 

大日本製糖的北港（1930-1931） 

臺灣製糖的車路墘、三崁店、灣裡（1931-1932） 

明治製糖的總爺、蕭�、烏樹林、南靖、蒜頭

（1931-1932） 

2 

1 

1 

1 

嘉南大圳內看天田改良獎勵 鹽水港製糖的新營、岸內（1932-1940） 8 

大圳區域內外耕種獎勵金不同 臺灣製糖的車路墘、三崁店、灣裡（1940-1943） 3 

資料來源：《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各年期，臺灣糖業研究會。 

獎勵規程中最早出現和嘉南大圳有關的項目是「嘉南大圳輪作助成」，內容

是「在甘蔗輪作區內如果甘蔗耕種面積達輪作區面積的 80﹪，則由會社交付上

個年度的既成埤圳維持費每甲八圓」，除了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兩個製糖所外，其

餘原料區在輪灌區的製糖所全都實施了這個項目，但實施年期只有一、兩年，北

港溪以北的在昭和四、五年期即開始實施，北港溪以南則只在昭和六-七年期實

施。由實施年期和實施的製糖所可以推論，在嘉南大圳通水初時，很多農民並不

習慣三年輪作的方式，而且三年輪作只是配水的限制，所以製糖會社要出來“助

成”這個制度，至於鹽水港製糖之所以沒有實施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原料區內有許

多看天田和鹽分地，這兩種土地在沒有改良之前是無法三年輪作的。 

其次是嘉南大圳輪灌區內「看天田栽培改良獎勵」，亦即對於大圳區域內的

看天田只要是兩甲以上的集團耕作，每甲收量為十萬斤以上，則給予每甲三十圓

或二十圓的獎勵金，實施這個項目的只有鹽水港製糖，當然跟原料區內多看天田

有關。 

                                                 
300 東海林稔、財津亮藏，〈嘉南大圳 通水後 於 土地利用狀況 關 考察〉，《臺灣農事

報》第 327號，1934年，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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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昭和十四年（1939）頒佈糖業令之後，所有製糖會社的獎勵規程

有了很大的變化，除了全部的製糖所都實施「米價比準法」外，台南州還有所謂

的「台南州甘蔗耕種改善要綱」301，這時候開始，臺灣製糖在台南州的三個製糖

所其耕種獎勵都分為嘉南大圳組合地域外和地域內，組合地域內的獎勵金都比地

域外每千斤甘蔗多 0.25圓左右（依栽植月份而不同），假設以每甲平均收量十萬

斤計算，則大圳區內每甲可以比區域外多 25 圓，對製糖會社的支出而言不是一

個小數目，這是否意味著當殖民政府統制了米和糖後，大圳區內的農民反而趨向

種稻，所以臺灣製糖必須多付出成本？而為什麼只有臺灣製糖這麼做呢？推測是

因為臺灣製糖的原料區在大圳輪灌區內的面積算是少的，如果其他製糖會社也這

麼做的話，恐怕需要支出無法承受的龐大金額，所以只有臺灣製糖這麼做。 

又〈三年輪作問題雜考〉中提到，台南州新化郡和新豐郡在昭和九-十年期，

由於製糖會社對大圳區域內蔗作追加別途獎勵規程，設計甘蔗區集團蔗作特別獎

勵金制度而使得三年輪作有驚異的進展302。 

由此可知，並沒有因為三年輪作的施行，製糖會社就可安穩地獲得廉價的

甘蔗原料，關鍵在於農民有了水，而且有作物選擇權，因此第一種「有利說」的

說法似乎太過天真了，事實上當昭和五年嘉南大圳全線通水後，製糖會社因為北

港溪以北先通水且正好遇上“米作熱”的經驗，就非常後悔當初還出資贊助嘉南

大圳的修築，而形容嘉南大圳為「厄介物」（討厭麻煩的東西），原來製糖會社之

所以願意出錢是因為工事著手的大正九年早植還不普遍，約只佔 50﹪，栽植當

時恰逢冬春乾旱期，也很希望有水灌溉，待大圳建好後的昭和五年，早植的面積

已經達到 90﹪，早植時節恰是雨期之後，對水已經不那麼殷切地需要，卻反而

帶來了麻煩，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可以說是最佳寫照，其原料區原本除了甘薯以外

沒有敵作物，大圳通水後將因為失去原本的優勢而被迫提高原料收購價格303。 

總的來說，嘉南大圳對台南州的製糖會社而言並未特別有利，雖然水提升

了甘蔗生產力，但水也帶來了農民的作物選擇權。 

 

                                                 
301 見《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昭和十七-十八年期，臺灣糖業研究會。 
302 追加的別途獎勵規程並未收錄在《糖業》臨時增刊—蔗作獎勵號內，本內容見降矢壽，〈三年
輪作問題雜考〉，《臺灣 水利》第 4卷第 5號，1934年，頁 24。 
303 小野文英，《臺灣糖業 糖業會社》，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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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對蔗農的影響 

和台中州握有籌碼（種水稻）的蔗農不同，在嘉南大圳興築之前，由於氣

候與土地的惡劣，大部分台南州的農民沒有種水稻的條件，以致沒有任何籌碼可

以和製糖會社抗衡，早在大正六年（1917）的報紙上即出現為蔗農打抱不平的言

論「米價的高低影響稻作者，糖價的高低卻未影響蔗作者，今歐洲戰亂，糖價高

漲，但利益全由會社獨佔。304」台中州的蔗農設若未能享有糖價的利益，至少還

能和米農同享米價的利益，台南州的蔗農卻只能任製糖會社宰割；大正十四年

（1925）因為蓬萊米出口使得農村景氣良好，一般農作物價格自然上漲，連帶甘

薯也有很不錯的價錢，明治製糖會社的總爺和蕭�製糖所原料區內的曾文郡和北

門郡的蔗農一千三百人，終於無法忍受會社仍然不調高甘蔗的買收價格，而爆發

請願運動向台南州知事陳情305，從報紙上對這個事件的刊載，可以看出明治製糖

對蔗農買收甘蔗的情形是：1.向來以甘薯的收益做為甘蔗買收價格的標準，2.依

據等級制買收甘蔗，雖然從一等千斤價格四圓二十錢到三等的價格三圓八十錢，

事實上以一等買收的很少，而以三等買收的最多。蔗農的訴求就是買收價格調漲

和廢止等級制度306。明治製糖何以敢欺蔗農如此之甚？只因曾文郡和北門郡內大

部分地方的地理環境太差，農民除了種甘蔗外就只能種甘薯，在大多數時候甘薯

的價格都不高的情況下，只能任製糖會社予取予求，但是，嘉南大圳的興築改變

了這一切。 

首先就甘蔗收購價格而言，由於三年輪作只能強制配水，所以製糖會社並

不能毫不費力就獲得所想要的原料，反而因為農民可自由地選種作物，而較通水

前受到米作更大的威脅，因此必須較從前提高買收價格，結果是通水後，台南州

一個年期蔗田的收入每甲提高 64.95圓，種一次甘薯每甲提高 30.43圓，二期水

田的年平均收入每甲增加了 46.97圓，在三年輪作的制度下，三種作物平均而言，

農民每年每甲的收入增加了 47.45圓307，所以說嘉南大圳對農民的好處大於對製

糖會社的好處。 

再就農民所要負擔的嘉南大圳成本而言，農民是否受益呢？由於嘉南大圳

                                                 
304 〈蔗農 愛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年（1917）1月 16日，2版。 
305 〈台南州下 勃發   甘蔗 買收金引上運動〉，《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1925）8
月 29日，2版。 
306 〈甘蔗買收方法 蔗農 要求〉，《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年（1925）9月 2日，2版。 
307 陳佳貞，《嘉南大圳之經濟效益分析》，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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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築與維修，農民都必須繳錢，在嘉南大圳建造的十年當中，每甲耕地要繳納

「臨時賦課金」每年五圓、通水後一年的「既成埤圳維持費」每甲五圓，兩年後

每甲八圓，三年以上另外繳納「特別賦課金」每甲十圓，如果原來是無收穫地，

經灌溉後變成耕地，則需繳交「加入金」，昭和五年全面完工後則需繳交水租和

特別水租為組合費308，看起來琳瑯滿目好像要繳很多錢，以致於在完工後灌溉初

始即引起農民的抗爭309，可以想像的是，這時候農民已經負擔了許多建造費用，

但是還看不到成果，所以覺得殖民政府實施的是壓迫政策、恐怖政策，然而撇開

意識型態不說，從公平的角度來看，嘉南大圳的受益情形本來就不能只看一、兩

年，而必須從長期來看，此外，出錢的不是只有農民，還有總督府，所以有學者

研究發現，總督府投資於嘉南大圳的淨利益為負值，而台南州農民投資的淨利益

為正值310，可見嘉南大圳對農民的影響是正面的。 

此外，嘉南大圳帶來的一些影響幾乎都是有利於農民的，例如鹽分地的改

良改善了海岸地帶農村的生活；看天田改良也使農民受益；土地利用價值增大以

及單位面積的生產增加這都不用說，其間接的影響還包括苦力工資的上漲，原本

台南州因為“海口人”很窮又沒什麼收入來源，因此當苦力的工資都較別州便

宜，嘉南大圳通水後改良了鹽分地帶，不再有那麼多人出外打工，因此工資上漲

311，對台南州的農民而言，這都是好事。 

                                                 
308 何鎮宇，《嘉南大圳的成本效益分析》，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32-33。 
309 楊肇嘉，《嘉南大圳問題》（東京：臺灣問題研究會，1931年），頁 45-46。 
310 何鎮宇，《嘉南大圳的成本效益分析》，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50。 
311 藤黑總左衛門，〈嘉南大圳事業 齎 影響〉，《臺灣 水利》第 4卷第 1號，1934年，
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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