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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研究動機 

台灣由於位處在亞熱帶與熱帶地區交接，並且地形複雜，因而孕育出各種

美味的水果，一年四季皆有豐富的水果得以品嘗，各地方亦發展出各具特色的水

果產物，常做為觀光與旅遊的重要宣傳。事實上，在清代的台灣，這些水果產品

雖已陸續傳入，但並沒有在整個產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亦很少為人所提及，1直

到日本統治時期才成為代表台灣或是各地形象的符號。2日治時期因農業生產的

商品化，尤其是輸日產品的商品化，農業生產日益分殊化，糧食作物為現金作物

所取代，使得愈來愈多耕地被納入商品生產，特別是出口作物的生產。3在此種

發展趨勢下，作為商品交易的水果其產量也大為增加，在農產品中占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4如台灣總督府於 1945 年編的《台灣統治概要》中，關於主要農產品的

分析中，除了水果類的香蕉、柑橘、鳯梨外，大部分列舉的農產品在清代已是為

人所熟知的主要農作物。此外，除了米與甘蔗外，由日治初期到日治末期，產量

增長倍數最多的就是這 3 大水果產物，5這些水果物產在日治時期做為一種新興

產業是十分引人注意的現象。 

然而當時眾多水果物產中，香蕉、鳯梨與柑橘是最重要的 3 種，不僅在產量

上佔多數，且對外貿易上亦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6二次大戰後，香蕉在 50 年代

成為台灣出口的大宗，締造了台灣香蕉王國的稱號，鳯梨亦因罐頭事業而蓬勃發

展，使得這兩項水果產業較為人所關注與了解，已陸續有對其日治與戰後發展進

                                                 
1如 Lames W. Davidson 在 1903 年所出版的《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一書中，除了介紹台灣的糖、

茶、樟腦、煤、金，另有藍與其他染料植物、纖維植物、製紙植物、油植物。水果類的農產物

並沒有被特別提到，鳯梨與香蕉是被放在纖維植物下被介紹，而非日後主要的食用功能。另在

法人 Kann Reginald 於 1907 年出版的《福爾摩莎考察報告》中，關於農產品的介紹有稻米、茶

葉、蔗糖、樟腦、其他作物，在其他作物中又分為染料、纖維紡織植物、製紙植物與食品消費

產品，水果類產物在書中並沒有被提及，僅在食物消費產品時提到了椰子。L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2），頁 357-388；Kann 
Reginald 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台北：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2001），頁

95-100。 
2呂紹理，〈日治時期台灣旅遊活動與地理景象的建構〉，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

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317。 
3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頁 59。 
4在 1940 年時，去除掉米、糖不算，園藝作物生產額占農作物生產總額的 38％；在輸移出價格

方面，扣除掉米、糖，青果物與其加工品占輸移出農產物的 70％。梶原通好（台灣青果同業

組合聯合會常任理事），〈台灣の青果產業〉，收入台灣經濟年報刊行會編，《台灣經濟年報》

（3）（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3），頁 329。 
5台灣總督府編、山本壽賀子、曾培堂譯，《台灣統治概要》，（台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

1999），頁 349。 
6諶克終，〈台灣之水果〉，收入《台灣之水果》（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5），頁 28。 



    日治時期台灣柑橘產業的開啓與發展                                                      

 

2

行詳細研究。7相形之下，對於柑橘產業的整體性討論則尚未出現，雖同屬於水

果產業，但彼此產業所呈現的面貌，與殖民地政府對其態度，及所面對問題，卻

有顯著差異，因此填補此產業史上的空缺就是本文研究的最初動機。 

然而更令人感到興趣的是，相對於糧食作物的米、甘藷與特用作物的甘蔗、

茶等，在清領後期就有相當的生產量與對外貿易之發展，8園藝產業在台灣的快

速進展，則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開始。所以我們要問的是為什麼清領末期仍默默

無聞的柑橘，能在日治後期成為重要的農產品與輸出品，筆者認為這是與日治時

期柑橘已成為商品化作物有關。因此分析其商品化所表現出之特徵，特別是在生

產技術與運銷過程方面，就成為本文論述的重點。 

由於柑橘產業史是一個尚未深入探討的課題，因此仍必要把整個商品的生

產、運輸、販賣流程做一清晰說明，並分析其中改變原因與代表之意義。更重要

的是，這些說明基本上就是所謂柑橘商品化現象的標誌。就生產層面來說，農作

物的生長特性常會左右該產業發展程度。由於生長特性不同，因而在栽培難易度

上有所差異，其開始需要投資的成本，或本身技術問題，都會對從事此項農業的

人數有所影響。而這些又會去影響栽培者所擁有土地的形態、經營方式與生產獲

利的情況。另在實際獲利的比較下，是否對於同地區其他作物產生排擠，9或是

呈現各安其所的共榮現象。特別要注意的是，日本當局以近代文明與科學擁有者

的姿態，設立了許多的研究或試驗機關，並且配合各個時期特定目的，進行了大

規模的產業調查，10在借助近代農業技術下，對於台灣柑橘生產又造成了什麼樣

的變化。 

                                                 
7葉金惠，〈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下台蕉問題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總 159 頁；賴建圖，〈日治時期台灣鳳梨產業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1），總 192 頁；劉淑靚，〈台日蕉貿網絡與台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台

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總 384 頁；陳怡文，（亞太政治經濟結構

下的台日鳳罐貿易（1950-1972））（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總

154 頁。 
8就台灣本身而言，各種物產商品化時間有其先後差異，如台灣稻米自清代起即具有相當高程度

的商品性，已然超過自給自足的維生程度。另外由 1868 至 1895 年間，茶占台灣出口總值的 54

％，糖則占 36％，也都是高度商品化的作物。黃紹恆，〈書評：柯志明《米糖相剋》〉，《台灣

史研究》，10：2（台北，1993 年 12 月），頁 13；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

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78），頁 1。 
9如香蕉的種植可在平地或山地，在大正初期台中地區原本是以平地種植為多，後來由於平地栽

培地價、租金昂貴，又有水稻、甘庶等對抗作物與其競爭，於是民眾紛紛改種山地蕉，到日治

末期平地蕉園已所剩不多了。而鳯梨本身收益並不低於其他主要作物，外國種更是高於稻米、

甘藷等糧食作物數倍以上，受收支差異影響，鳯梨逐漸侵略其他作物的耕地，例如 1926 年時

台中州原先種植香蕉的平地受生產費影響開始往山地移動，原先的栽培地則為鳯梨所侵奪。葉

金惠，〈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下台蕉問題研究〉，頁 18-19；賴建圖，〈日治時期台灣鳳梨產業之

研究〉，頁 57。 
10如在 1930 年召開的臨時產業調查會，1935 年的熱帶產業調查會等二次綜合性的產業調查會，

不僅是做為當時產業發展的參考，其遺留下來的大量調查書，亦提供給我們當時各種產業十分

豐富史料。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北：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頁 815-819、1193-1199。

關於熱帶產業調查會另可參考小林英夫著、許佩賢譯，〈從熱帶產業調查會到臨時台灣經濟審

議會〉，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台灣史研究一百年－回顧與研究》（台北：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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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銷售層面來說，當物產已有相當規模的交易數量時，11逐漸會形

成一套自我物產銷售流通過程，這也是了解商品化發展不可缺少的地方。柑橘商

品是透過何種販賣方式，由生產者之手到達消費者之手，不同買賣方式對於生產

者有何利弊得失，又對於產業發展造成那些影響。另外，與商品流通最密切相關

的是有形交通網絡的建立，柑橘物產是容易腐敗而無法長期保存的水果，因此利

用何種交通工具，及怎麼樣的交通網絡連繫，對於此產業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

響。第三，在柑橘貿易持續擴大發展下，地方上為因應各種檢查、包裝、輸出、

販賣的需求，逐漸出現各種類型的共同販賣組織，其在柑橘流通乃至於生產所扮

演的角色，對當地柑橘銷售發展又產生了何種影響。尤其是柑橘自我銷售組織是

否有形成，及與擁有青果物販賣及運輸權的臺灣青果株式會社12的關係為何，則

與海外貿易發展相關。然而在日治時期柑橘做為一個新興產業而出現，但若與有

類似發展情形的香蕉、鳯梨相比較，其在生產或銷售層面是否有那些不利因素，

使得在產業規模上有所限制，或不如預期。 

此外，柑橘商品化對產業所引發出的效果，則在於使得原本較為一致性的各

地柑橘產業發展，出現較大的差異性。因此除了整體性的說明外，指出各主產地

在生產與銷售方面有那些不同，將是完整呈現台灣島內柑橘產業發展的必要步

驟。 

在產業史研究上來說，同屬於水果產業，柑橘產業比起香蕉、鳯梨所具有的

特殊性，在於後兩者都屬於熱帶性水果，可說是台灣特有的物產，但柑橘在日本

國內就是十分重要的產業，生產量在當時亦居於世界前茅。13若以矢內原忠雄所

言：「殖民地是為本國而存在的原則下，基於本國商品的要求，需要限定殖民地

產業。」14在此原則下，對於總督府來說，是否會有保護日本國內柑橘產業，而

對殖民地台灣柑橘採取與香蕉、鳯梨不同的策略，此種差異對於柑橘貿易發展又

造成什麼影響呢？此外，做為日本帝國主義現地權力機構的總督府，其在產業措

施上是否與日本中央政府有所差異。
15
如此將有助於我們跳脫過去將與殖民地人

民抵抗或對峙的現地權力，和日本帝國主義等同視之的兩分看法，16從而看出總

督府與日本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的不同處。因此當在討論台灣柑橘產業時，必須注

                                                 
11日治時期台灣已產業化的水果有香蕉、鳯梨與柑橘。大塚清賢編，《躍進台灣大觀．續編》（東

京：中外每日新聞社，1939），頁 215。 
12矢內原忠雄認為台灣青果株式會社是受總督府特別監督的特殊企業，其是於 1925 年設立的株式

會社，資本額 150 萬圓，業務為青果的委托販賣及居間經紀、對青果業者的金融通、青果的運

輸。有關公司當時的董監事的選任及權益金的處分須得總督府承認，且當時的殖產局長即曾辭

職出任公司的社長。矢內原忠雄著、林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北：吳三連台灣

史料基金會，2004），頁 72。 
13在 1939 年左右，日本柑橘產額居於世界的第五位，僅次於美國、西班牙、中國、巴西。新竹

州農會編，《台灣に於ける柑橘栽培》（新竹州：新竹州農會，1939），頁 1。 
14矢內原忠雄著、林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頁 129。 
15相關看法的研究，可參考吳密察，〈明治 35 年日本中央政界的「台灣問題」〉，收入《台灣近代

史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4），頁 114。 
16若林正丈著、許佩賢譯，〈試論如何建立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收入黃富三、古偉瀛、

蔡采秀編，《台灣史研究一百年─回顧與研究》，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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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日本國內柑橘產業的情形，因為其變化都會牽動到台灣柑橘產業的發展。若

是不能參照日本的情形，許多現象之出現就變得難以解釋了。由於此種共同性，

柑橘所能代表殖民地與殖民政府的互動關係，是其他二種水果所沒有的。而此種

特殊性質，又具體表現在柑橘生產的研究與試驗方面，似乎比起產量更多的香

蕉、鳯梨來得豐富。17 

    最終，經由上述分析、討論後的台灣柑橘產業發展，如何與前人的殖民地經

濟發展概念相互對話。日本殖民主義下的台灣經濟發展，如以西方學者作為說明

「平衡而均惠式發展」的米作生產來說，剛開始的獎勵改良是由於日本國內生產

不足所引起，然而到了 1930 年代初期，殖民地進口的廉價米威脅到日本米農，

迫使其生活低下，引發了農民抗議的風潮，日本政府為了面對上述問題，一反

1920 年代獎勵殖民地米榖增產的政策，要求殖民地政府改採壓抑措施，限制米的

生產與對日出口。18另外，清末就為台灣重要貿易物產的茶葉，在日治時期則是

要避開日本國內的綠茶而發展其他茶種，當時做為殖民地的台灣，茶葉生產必須

配合日本母國的利益，採取分散市場的方式。19由上述米與茶的例子，可看出殖

民地為了補助日本國內經濟發展，必須時而發展時而限定自身的產業，殖民者首

要考慮的是日本國內產業整體的發展，而非以台灣島內自身情形做為考慮的主

體。這樣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的看法，是否能與柑橘產業發展相符合，若有所差異

則是否能看成是殖民者善意的結果，還是有其他因素來造成。借由參照米穀與茶

葉，這兩個同為台日兩地都有生產，且具有一定貿易量的產業，其所遭遇的殖民

當局態度，將有助於把柑橘產業發展放在更廣闊的殖民地經濟發展脈絡中。也因

此在本文中特別藉由分析植物檢查制度，這個當時一些人眼中壓制殖民地柑橘的

措施，其設立具有的正當性夠不夠充分，來了解總督府與日本中央政府對於此制

度看法是否有所不同，及當局對於國內柑橘業者是否有過於「保護」的傾向。如

此將可釐清總督府對殖民地柑橘產業的政策，與整個殖民地經濟發展概念是否一

致。 

在日治時期米糖為台灣最主要的兩大作物，但在米糖之外仍有許多農產品亦

值得我們注意，各個地區可能都有自己較特殊的農產品，因此每個地區所面臨問

題是有所不同的，經由探究其他產業的發展，將會使我們更清楚了解台灣農業發

展的整體面貌，也才能確切明瞭各地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且雖然經過政權的

轉變，對台灣自身而言，柑橘乃至於各種農業，在日治時期遺留下來的遺緒，不

論是研究人員與機關，乃至於各類新品種或是運銷管道，或多或少的在戰後都陸

續被重新利用，做為其產業重新發展的基礎，因此對於日治時期柑橘產業的清楚

                                                 
17其中關鍵的人物，就是當時於任台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農學‧熱帶農學第二講座的田中長三郎

教授，其為世界著名的柑橘研究者，在其任教台北帝大不到幾年之間，使得園藝學教室馳名世

界，在 1929 年並兼任圖書館長。其個人豐富私人收藏在戰後被以日產接收，這些圖書後來台

大圖書館成立了「田中文庫」。有關於田中長三郎教授的介紹可參考吳明德、蔡平里主編，《田

中長三郎教授著作目錄》（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圖書館，1998）。 
18李力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台北：稻鄉出版社，2004），頁 19-20、

205-208；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162-164、192-193。 
19陳慈玉，《台北縣茶葉發展史》（台北：稻鄉出版社，2004），頁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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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將有助於我們了解戰後柑橘產業的發展。 

二、研究回顧 

    關於日治時期柑橘產業發展的討論或研究，似乎多是以地方志內產業的形

式，或是水果特產等通論性介紹為主，20缺少較完成的分析，故難以確切了解在

日治 50 年其中的變化。不過前人的相關研究，亦為我們提供不少研究基礎，與

產業大致發展，對產業基本概況的認識有很大助益。 

    首先是《臺灣省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21關於柑橘的介紹，其為通論性介

紹柑橘的沿革、分布地區、種類、栽培過程等項目，文中利用一些日治時期調查

資料，不過除了栽培過程有較詳細描述外，其他部分都十分簡略，對於銷售層面

更亳無提及，使人難以了解當時販賣的實際情形。而《新竹文獻會通訊》第六號

〈經濟志特產篇 柑橘業（初稿）〉22，其為後來《新竹縣志》卷六〈經濟志〉23中

柑橘特產的初稿，兩者內容大體相似。由於柑橘為新竹的特產，故《新竹縣志》

中的敘述，就比起《臺灣省通志稿》的詳實多了，除了沿襲《臺灣省通志稿》的

項目外，對於新竹廳、新竹州獎勵措施與柑橘外銷情形都有了一個大略性的介

紹，並在最後附有新竹地區從 1910 至 1951 年柑橘栽培的統計表，使我們可以對

栽培面積、產量、產值的變化有一個大致的了解，不過有些統計數字有錯誤的發

生，故在使用時須特別小心。 

    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出的《臺灣之水果》一書中，24則有中國著名柑橘研究

學者胡昌熾所寫的〈台灣之柑橘（一）〉一文，可說是戰後對日治柑橘產業較完

整性的介紹，其使用了許多日治時期柑橘的調查資料，文中除了對柑橘生產的成

本與獲利加以分析，輸出、移出比例的統計，還以台灣柑橘在台灣農產物的地位、

中國柑橘生產的地位、世界柑橘的地位進行分析，使我們得以對柑橘產業有更宏

觀的了解。不過在分析對外貿易時，作者將在日治時期曾經不屬於中國控制的香

港、關東州、滿洲國地區，合併為中國一項，使得原本在當時時空下，由於屬於

不同統治者的貿易區，與台灣產生微妙貿易關係的情形，25在如此統計分類中難

以看出。在同書中另有黃啓章的〈台灣之柑橘（二）〉一文，26則是描述戰後至

1953 年間柑橘產業的發展，如生產與外銷情形、以及各種生產設施和需要改進的

                                                 
20若是關於柑橘生物性的探討，則如園藝學、生物學、植物學等相關科系是有十分豐富的研究，

但這方面的研究與本文研究著重於產銷分析有所不同。 
21黃純青、林熊祥主修，《台灣省通志稿．經濟志》（台北：成文出版社，1983），頁 326-333。 
22新竹縣文獻委員會，《新竹文獻會通訊》（台北：成文出版社，1983），頁 102-108。 
23黃旺成主修、郭輝等纂，《新竹縣志．卷六》（台北：成文出版社，1983），頁 204-226。 
24諶克終等，《台灣之水果》（台北：台灣銀行，1955），頁 30-69。 
25如原本在清代時曾經同屬於清政府統治的台灣與東北，十分弔詭的在 1932 年滿洲國成立之後，

再度共同屬於另一個政權－日本－的勢力範圍內，此轉換使台灣與東北地區的貿易發展產生可

觀的變化。林滿紅，〈台灣與東北間的貿易（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24 下

（台北，1995 年 6 月），頁 655-696。 
26諶克終等，《台灣之水果》，頁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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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而胡長準的〈臺灣柑橘之生產〉、〈臺灣柑橘之運銷〉27二篇文章，則是對

於戰後至 1960 年的台灣柑橘產業發展的介紹，對於柑橘的生產、搬運、分級、

包裝、運輸、外銷過程有一個完整的敍述。其中在論及柑橘的分級與檢驗、運輸

程序時，都有對日治時期的處理與運作情形加以簡單描述，對於我們了解這個層

面頗有助益。 

地理學家陳正祥在《臺灣土地利用》28中亦有一章專門介紹柑橘作物，其內

容大致與前面相似，不過在柑橘輸出部分，則點出了柑橘出口主要地區在 1925

年以後逐漸由日本移往中國的情形，文中並附有產量分布地圖，也可以使讀者更

清楚的了解柑橘在全島生產分佈的情況。 

    由上述回顧可以看出，主要是偏重於生產與栽培過程的描述，對於銷售層面

甚少提及，而柑橘生果如何變成商品的包裝、運送過程，乃至於島內外販賣的各

種方式與管道都付之缺如，使得我們難以由其討論中，得出一個柑橘如何由生產

者到消費的產業史基本圖像，但這是探討一個產業發展時相當重要的一點，也是

在產業研究中常會疏忽之處。此外，在呈現各種的統計數字時，常僅僅是截取某

幾年記錄，把這些年份當作整個日治統治中的情形，如此將使其中發生的變化完

全無法看見，甚至於會產生某些誤解。 

  另外，由於香蕉、鳯梨與柑橘同屬於水果類作物，且在銷售層面上亦有些重

複，所以關於香蕉、鳯梨的日治時期研究亦需加以注意。香蕉方面有葉金惠的碩

士論文〈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下台蕉問題研究〉一文，29其文一方面先就香蕉生產

與出口項目進行分析，另一方面則著重描述香蕉由運輸、產銷過程中，總督府如

何進行權力操作，將各州同業組合與青果株式會社的控制權付於日本人，而在這

個總督府所形塑的運銷結構，生產者受到的不合理販賣制度，與蕉農的抗爭情

形。作者在文中說明香蕉出口時，注意到了消費當地所產的水果或其他進口水果

產銷狀況與價格高低，所造成香蕉在消費地和其出口價格的變動這個現象，是十

分值得我們注意的。 

雖然本文給予了我們日治時期香蕉產業的基本面貌，但其重點於描述台灣總

督府所建立的販賣制度，與對蕉農的剝削，因此對於總督府在振興產業的目的

下，針對香蕉生產的各種推廣措施則著墨不多，令人感到似乎總督府對其產業亳

無貢獻；且對於在各州廳，具有農業試驗、新品種推廣、農業推廣教育者三位一

體功能的各地農會，30其所進行的各種事業，亦沒有一個較詳細說明。由於作者

缺乏對各級政府推廣政策與獎勵的描述，使我們僅有看到數字上的產量增加，卻

無法從其文中獲得促進其增加重要因素－殖民政府的意願－在背後運作情形。此

外，對於各州的青果同業組合、聯合會的幹部，亦缺乏人物背景的各別分析，因

                                                 
27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輯，《台灣之水果續集》（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5），頁 122-190。 
28陳正祥，《台灣土地利用》（台北：國立台灣大學農業地理研究室，1950），頁 256-270。本書的

圖另有集成出版陳正祥，《台灣土地利用圖集》（台北：國立台灣大學農業地理研究室，1950）。 
29葉金惠，〈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下台蕉問題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總 159 頁。 
30李力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台北：稻鄉出版社，2004），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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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難以了解這些幹部所代表的立場。第三，對外銷售方面，亦僅及於描述向日本

移出情形，缺乏其他地區如中國、朝鮮的說明。最後，如其文內提到 1928 年時

「台灣青果同業組合聯合會」取消「台灣青果株式會社」運輸權後，後者幹部的

反對聲浪，似乎提示了我們，在文中同屬於官方掌控下的兩方，31亦會有意見上

的磨擦與對立產生，因此我們在討論這些團體時，似乎可以從商業或經濟利益角

度來切入，而非全然地由政治性分析角度將其劃分為同質的支配團體，如此當更

能發掘出其產業的真正面貌。 

    在鳯梨產業方面的討論，則有賴建圖的碩士論文〈日治時期臺灣鳳梨產業之

研究〉，32文中除了對於鳯梨生果與罐頭的生產與出口情形加以描述外，總督府各

種的試驗、推廣、調查活動作者亦花相當多篇幅加以介紹，並且對鳯梨罐頭運輸

與販售的一元化統合發展，與其間出現的統合機構，台日資本家的競爭情形，進

行詳細的介紹。作者對於總督府鳯梨的栽培、試驗、推廣政策進行詳細介紹，使

讀者得以清楚明白鳯梨產業如何興起，與總督府在此過程中的角色。此外，文中

注意到總督府利用各地博覽會、共進會、印刷品和媒體的宣傳活動，使得鳯梨銷

路擴展的情形。最後，其認為總督府所推行各項政策雖多有利於日人業者，但並

非全然偏袒日人，而是以提昇台灣鳯梨事業整體競爭力為最終考量，可說是對總

督府頗為持平的評價。本文可說是對於鳯梨產業十分詳細研究，但是作者缺少對

於 1931 年成立的臺灣鳯梨罐頭共同販賣株式會社，與 1935 年成立的臺灣合同鳯

梨會社，及為了統合原料於 1935 年成立的臺灣鳯梨拓殖株式會社，以及 1936 年

將拓殖株式會社合併入合同會社後，這些彼此具有衝突、合作、承繼等多種關係

下的統合團體，其背後代表人物（社長、董事、監事等）的成份，是否是呈現高

度重覆或是其他樣貌進行分析，使得我們難以了解其間的衝突與合作背後的實際

原因。33另外，對於屬於會社公司下的鳯梨業者，與自己擁土地或是其他情形下

的鳯梨生產者其種植獲益的差別，
34
亦沒有加以探討。且與葉文相同的，亦缺乏

對地方農會所扮演的作用進行較完整分析，雖然在文中有略為談到地方農會設置

苗圃、購買種苗的情形，但僅止於羅列式描述幾個獎勵措施，使得我們難以看出

農會對鳯梨產業獎勵是否隨時間有所不同，及各地農會推廣強弱有何差異。 

    若說地方農會與農作物推廣的關係方面，李力庸的《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

會與米作（1902-1945）》一書則值得參考。作者以做為「綠色革命」推手的半官

方機構－農會，與其最主要的經營事業－米作品種改良推廣做為兩大主軸，並將

                                                 
31葉文在結論總結性的提到：「不論是「台灣青果株式會社」或是各州青果同業組合，其成立主

要用意是使殖民地台灣的產業在殖民地本國的操縱下，任用日本人以支配台灣生產者及其生產

物、配合日本本國對殖民地地區的各項要求，進而達成殖民地為其母國服務的目標。」葉金惠，

〈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下台蕉問題研究〉，頁 151。 
32賴建圖，〈日治時期台灣鳳梨產業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1），總 192 頁。 
33如柯志明教授提到的，個別資本家彼此間、不同部門的資本家們、以及資本家個別的利益與集

體的利益間，在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並不見得一致。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

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23。 
34在 1935 年臺灣鳯梨拓植會社成立時，該會社合併的農場面積達 3,900 甲，同年度全台的鳯梨栽

培面積為 7,026 甲。賴建圖，〈日治時期台灣鳳梨產業之研究〉，頁 4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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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範圍界定於當時農業活動發達，農業人口眾多，總督府特別重視的「台中地

區」。文中一方面探討了台中地區農會的形成、組織及運作等制度層面問題，另

一方面則分析當地農會在米作改良與農業技術化推廣有何助益與措施，並對農會

在推動稻米的商品化流通及米穀統制時的成效進行說明，使我們從中了解總督府

對米作政策如何透過農會，以傳播與落實到台中地區的過程。 

    作者以「農會」這個機關來討論米作發展，這正是過去台灣產業史研究常忽

略或一筆帶過的地方。在研究台灣各地各種產業史，研究者似乎常僅是注重台灣

總督府層級的一些措施，將產業得以在地方上生根與擴張的農會活動，予以略而

不言或簡單帶過。事實上，各地農會事業經營雖有其共通的項目，但仍有不少自

我獨特選擇的經營項目，這使得日後各地陸續產生自我代表的物產。而台灣南北

氣候有不小差異，因此如同日本米要先在台北進行試作，然後再陸續南下各地進

行試驗，其他農作物亦必須以各地試驗的情形，來求取適合當地的優良品種，然

後再行推廣，而這些農作物試驗則是由各地農會來施行。此外，就經費投入層面

來說，若我們比較各地州廳的勸業費與農會預算，則可看出農會預算總是比地方

州廳的來得多，如在 1923 年各地農會總預算為地方勸業費的 3. 24 倍。因此具有

半官方半民間色彩的農會，可說是各地農業勸業事業的重心，大部分的勸業資金

都被吸納到此處，35因此若不對農會在產業的助力情形加以說明的話，似乎就很

難了解產業在當地乃至於全台灣如何發展。 

柯志明於 2003 年出版的《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

一書，為近年來對於日治台灣農業經濟的重要研究。作者引入戰後第三世界研究

盛極一時的「連屬理論」（articulation theory），即土著社會被吸納入資本主義經濟

後加速商品化所帶來的結果，並不一定是原有的非資本主義方式的分解，因為不

少例子顯示土著原有生產方式在經過商品化的改造過程，不僅被保存下來，有時

還被強化，可說是一種「既保存又分解」的過程。
36
因此日治時期在既有的小農

經濟已難以撼動下，殖民政府大力扶持的日本糖業資本乃是迂迴過典型殖民栽培

農業－大規模集中土地，雇工生產的經營模式（水平集中模式）－而就個別的本

地家庭農場收購甘蔗原料，採用「垂直集中」模式把自己責任區內的家庭農業納

入有效的掌握，並大幅改善了他們的生產力。37在利用米糖部門間階級結構的比

較，作者找出了足以解釋兩部門在生產擴張下收益分配形態差異的線索，即米部

門內部本地地主階級與土壟間階級所擁有的支配能力，與糖業部門日本壟斷資本

比較起來較為薄弱，這使得 1920 年代中期以至 30 年代末期米作景氣期間，米部

門內呈現較為平均的收益，以及農民生活水準改善等情形。而這個常被片面舉為

日本殖民主義特異性的例證，並非由於殖民政策善意的結果，相反來說，其對於

殖民者是個既難堪又頭疼的問題。38由作者分析我們可了解，表面看似對農民有

                                                 
35李力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頁 82-83；亦可以參考 1926 至 1935

年間，《台灣農事報》每年（通常在 5 月號）關於總督府、各州廳與農會預算數字的特別號。 
36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16-17。 
37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18。 
38柯志明，《米糖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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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的發展，不一定是殖民地當局刻意的發展方向，整個台灣產業發展基本上仍須

配合日本國內產業需求，使得原本鼓勵措施轉變成抑制措施。 

    至於水果貿易方面，林滿紅在〈台灣與東北間的貿易（1932-1941）〉與〈中

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至 1941 年間台灣與東北貿易加強的社會意涵〉39兩篇文章

中，則讓我們了解滿洲國建立後與中國東北的貿易概況。文中提到滿洲國建立前

台灣輸往東北產品多為日商在台之工業產品如酒精、板紙等，且多由日本轉運至

東北，之後則以本島生產的糖、茶、米、水果蔬菜為出口大宗，且整體對滿洲出

口趨勢亦趨於上升。至 1938 年之前，台灣農業發展除茶業以外的其他農產品多

移出至日本，茶葉和鳯梨、香蕉、柑橘等水果以及蔬菜之可輸出東北，也為台灣

農產品另闢一發展空間。40由文中分析得以了解東北市場出現對於柑橘貿易發展

的重要性，與其主要輸出地由日本轉向東北的情形和背後原因。 

或者可以說，先前關於水果產業研究在政府推動方面，多僅強調總督府的措

施，而太過忽略地方農會推動的介紹與意義。當然總督府對於產業發展有強烈的

主導性，但各地農會獎勵情形，則關係到該產業在當地發展的原因。另外，當時

該物產所進行的重要研究報告，對實際生產栽培技術的影響，與在整個日治 50

年栽培技術是否有所變化，都較少提及。最後，在產品貿易方面，整體性分析雖

然有一些，不過主要產地貿易市場的區別性卻略而不談，與整個運輸網絡建立對

其市場變化的影響，乃至於由產地到達海外市場的輸送路線都無法從中了解，而

這些都是本文將加以分析與探討的。當然局限於史料，在某些方面，如產品的輸

移出方面亦僅能局限於日治後半期的探討。  

三、研究架構 

本文共有 5 章 10 節，除了第 1 章導論與第 5 章結論外，中間 3 章分別以官

方及農會政策、生產、販賣三個層面做為討論重心，其詳細內容如下：  
第一章 導論 
  本章主要內容為提出本文的研究動機、前人研究回顧與檢討、各個章節主要

內容。另外，本文與從前產業史研究有何不同處，與柑橘類水果的界定，及主要

探討區域範圍的選定，都將在此章中加以說明與界定。 

 
第二章 官方的柑橘產業獎勵與推廣 

一、總督府的產業政策與水果物產 
二、總督府的柑橘產業獎勵政策 
三、農會所主導的各地柑橘產業之獎勵 
四、園藝試驗機關的設立及其發展 

                                                 
39林滿紅，〈台灣與東北間的貿易（1932-1941）〉，頁 655-696；林滿紅，〈中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至 1941 年間台灣與東北貿易加強的社會意涵〉，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第三屆近

百年中日關係研究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485-526。 
40林滿紅，〈台灣與東北間的貿易（1932-1941）〉，頁 69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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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說明殖民地政府為了使得台灣早日財政自足，因此積極地開發現

有資源，並提高單位生產量，而柑橘做為總督府認定下的有望產業，總督府所推

動的一系列增產計畫，及與柑橘相關推廣措施。諸如園藝試驗機構的設立、苗木

增植、新品種引入與肥料或農藥的分配，以及例次綜合性產業調查時對柑橘產業

現況所做的調查工作。經由對總督政策通盤性介紹，希望能對總督府柑橘政策做

一分期，並說明各個時期所具有特徵，與造成政策轉變的原因。此外，利用近代

科學方法總督府亦進行柑橘品種調查，及對柑橘病蟲害種類與預防方法進行研

究，
41這些調查是否有實際應用於柑橘栽培過程，與其應用的效果如何，都須要

進行比對討論的。 

然而各州廳除了接受總督府的補助外，亦分別對柑橘栽培進行各自的推廣措

施，這其中州廳農會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由於柑橘產業在各地方產業的重要

性有所不同，因此在經費與實際施行上亦造成很大差別。各地農會在柑橘試驗、

推廣及教育功能上的效果與比較，與隨著總督府獎勵措施改變，州農會獎勵方式

的變化，即是本節分析重點。另外，在昭和年間，相對於之前多是由農會單打獨

鬥，州當局勸業與商工部門本身也開始對柑橘銷售推廣有所行動，這些措施的推

動對柑橘銷售產生何種的影響，其又代表著整體產業發展上的何種意義。 
由於殖民母國日本的柑橘研究頗為盛行，故是否會連帶使得台灣在柑橘研究

上比起香蕉或鳯梨來得盛行，筆者希望從園藝試驗機關的業務來對於這個問題有

所解答。這其中 1903 年成立的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42雖名稱上是以全部園藝

作物試驗與調查作為其執掌事業，但實際上重心一直著重於柑橘類作物，利用其

所在機關每年出版的《業務功程》資料，將可以勾勒出各時期的業務重點。進一

步來看，這些試驗機關的研究成果，是否有產生實際影響力，則是值得加以觀察

比對的。 

 
第三章  柑橘栽培技術發展與生產結構分析 

一、各州廳與品種的生產分析 
二、柑橘栽培技術與各地栽培演變 
三、生產者的數量、規模與收支分析 
 
本章主要是利用各種的調查統計資料，對於柑橘作物的生產層面進行分析，

並著重於比較日治初期與後期柑橘栽培技術的不同，以及在各地發展的差異性，

用以表示商品化現象對生產結構所產生的變化。首先就歷年來柑橘的產量與產

值、各類柑橘的產量與產值、各地產量與產值，以及單位生產量與價格進行分析，

                                                 
41總督府初期對柑橘害蟲驅除預防的重視，可由 1908 年依「台灣害蟲驅防豫防施行規則」第 1

條所告示的害蟲種類中看出，在 15 種害蟲中有 11 種為被害作物為稻，有 3 種為柑橘，有 1 種

為甘藷。《府報》，第 2540 號，明治 41 年 10 月 1 日，頁 5。 
421921 年改為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士林園藝試驗支所，1939 年改為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士

林園藝試驗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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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長時期的統計來了解其中變化，與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而各地產量與

產值在不同時期造成的差異性，則有相當成分是源起於前一章的政府措施，在這

其中我們可看到兩者相互的影響。除了地方別的分析外，柑橘內部品種因為農民

種植習慣性、或所需資金與技術不同，更重要是其作為商品的價值性，所造成產

量消漲亦是要加以討論的。最後，日治時期才傳入的品種（如溫州蜜柑、甜橙、

葡萄柚、檸檬等）在台灣推廣，也促進了柑橘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除了數字上所反應「量」上的差異，各地栽培方法也因產業發展呈現出落差

性。首先是建立一系列的栽培管理模式，且隨著技術進步會有陸續增加情形，這

可由各年代的「年中行事」得出。而農會對於栽培方式改善是否有所注意，或許

會導致各地在管理上產生差距。此外，本島柑橘栽培主要可分為傾斜地與平地兩

種，兩者在栽培管理與收成方面各有何利弊得失，與在各產地分布情形也需要了

解。 
第三節則將對柑橘生產者本身進行討論，由於柑橘生長特性所造成柑橘生產

者的形態為何？其經營方式是專業生產者還是以副業方式進行，各地區是否又呈

現不同經營方式，以及是否有逐漸走向專業生產趨勢？其種植土地是租佃、還是

自己所有？此外，生產者種植柑橘資金投入情況，本身獲得利益的高低，與在不

同的時期，不同的地點（平地或山地）、不同的土地擁有形態等各自收益情況，

並進一步解釋造成收益差異的原因。另外，透過對支出各項目進行分析，以了解

主要生產費為何，與各地比重是否具有差異性。最後，除了自身收益外，柑橘與

香蕉、鳯梨收益的比較，都是柑橘生產者所可能面臨到的問題。 
 

第四章  柑橘銷售結構的形成及其變化 
一、柑橘銷售數量與主要市場分析 
二、柑橘輸移出的檢查制度與運輸網絡 
三、柑橘販賣方式與銷售組織的形成和變遷 
 
本章主要是探討做為生果的柑橘，如何經由逐漸規格化和統一化的包裝、分

級、運送與檢查的過程，成為可供銷售的商品，與利用何種銷售管道與機構，到

達島內島外的消費者的手中。首先將對柑橘銷售數量與市場進行分析，即各年度

銷售量的升隆變化、島內島外銷售量的比較，主要貿易市場的介紹與變化，在對

外輸出方面，特別對於逐漸納入日本勢力範圍下的中國領土，其所帶來的柑橘市

場拓展機會，與輸出市場的改變進行討論。另外，總督府或各地方政府對於銷路

的調查，亦是了解市場情形所需加以參照的。就更為細部的來看，因應著販賣市

場的擴大，做為主要生產地的中北部 3 州在市場取向上是否有所差異和區隔性，

也是本節希望探討的部分。 
在第二節談到的是因應大量的販賣（尤其是島外市場），對於柑橘的包裝、

運送與檢查的標準化成為必要手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柑橘水果在移出至日本

時，還須通過香蕉、鳯梨所不需要的植物檢查手續，這不但使得商品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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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因人手不足而停止檢查，造成商品輸出上的困擾，導至輸往日本比例一直不

高。但做為統治現地機關的總督府，在此植物檢查的立場則與國內中央政府產生

了微妙差異。此外，就植物檢查本身，其各地檢查所檢查數量、不同柑橘品種數

量與不合格比例，除了反應出移出到日本的情況，一方面也反應出柑橘栽培管理

上的演變。而為了柑橘運輸便利，在運送包裝上的變化，以及避免上市過於集中

與出貨時節的延長，在貯藏方面的措施也是必須提及的。最後，將探討使得青果

類產品得以作為商品大量輸出的關鍵，即運輸網絡的形成與發展，由主要產地如

何經過各種的交通工具以輸往海外各市場，以及新航線建立對於新市場開擴的影

響。 
當柑橘產業發展到一定程度，為了因應生產與販賣的複雜流程，以及生產者

融資借貸，因此各種的地方性產業組合、同業組合陸續出現，這些與柑橘相關的

組合是屬於那種型態，在組織運作上各有何優缺點，與其組合員的主要成份，是

中間出口商人、還是實際的生產者。此外，這些同業組合對整體柑橘產業上有什

麼助益，或造成了什麼阻礙，其是否對範圍內的業者具有統制能力。柑橘商品要

透過那些流程與機構，才能到達台灣島內或海外的消費者手中，以及掌握運輸與

販賣權利的是什麼機構，其與各地柑橘同業組合又有什麼關係。最終，經由分析

不同時期銷售方式的差異，將可看到柑橘產業逐漸走向一元化的統制發展。 

四、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 

本文所討論時間雖是以涵蓋整個日治時期，但因統計資料的限制，故在生

產數量上的分析，乃由 1903 年開始；在貿易資料上，則因《臺灣貿易年表》出

版至 1942 年為止，因此關於輸移出數量方面僅止於 1942 年。另外，在探討地區

方面，由於柑橘水果分佈主要集中於中北部的台北、新竹與台中 3 州，其他各州

廳在面積及產量極少，對整個產業發展重要性較不足，因此在分析時不免會集中

於中北部 3 州，必要時才加入其他州廳，特別是在政府與農會推廣措施方面，但

即使如此，應該不會對了解日治時期台灣柑橘產業整體發展產生太大的阻礙。 

次之，對於何為「柑橘」這類水果須要加以界定，本文所謂的柑橘其實是指

「柑橘類」水果，其所包含的水果種類比我們一般想像還來得多。就植物學的分

類上柑橘是屬於芸香科（Rutaceae）的植物，在這一大科中已知的約有 13 個屬

（genus），柑橘屬（Citrus）是其中之一。一般所說的柑橘類是包括所有栽培用屬

與種的總稱，英文統稱為 citrus fruits。所以除了柑橘屬植物外，作砧木用的枳殼

屬（Poncirus）和加工用的金柑屬（Fortunella）植物也包括在「柑橘類」中。在

柑橘屬下的真橘亞屬（Eucitrus）中有 10 個種，其中 8 個種是最重要的經濟栽培

種，就是日常水果用的柑橘類植物。43當然在這些數量眾多種類中，本文所要分

析與處理的只是在產業上具有意義或代表性的種類，或則可以說是在統計資料中

出現的種類，這些種類有椪柑、桶柑、雪柑、文旦、斗柚、白柚，與日治末期才

                                                 
43康有德，《水果與果樹》（台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92），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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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出現於統計資料的溫州蜜柑、檸檬、晚崙夏橙、葡萄柚等品種。 

就一些常用名稱來說，在當時的台灣所謂「青果產業」是與「園藝產業」具

有相同意義，「青」為青物也就是「蔬菜」的意思，「果」為果物也就是「水果」

的意思， 一般在栽培方面會用「園藝」，而交易買賣方面則稱之為「青果」。44另

外在一些統計資料中，如《主要青果統計》、《臺灣貿易年表》等常將柑橘品種

分為「柑類」與「欒類」兩大類來統計，前者是指如椪柑、桶柑、雪柑等小形柑

橘品種，後者是如文旦、斗柚等大形柑橘品種。其中朱欒類是指斗柚、文旦、白

柚、葡萄柚及與這些類似比較大形的柑橘總稱，在日本國內習慣上總稱為「文

旦」，但在台灣則分別稱為斗柚、文旦、白柚 3 類。其中果形大果梗稍微尖，果

肉紅色的稱為斗柚或紅柚，同樣是大果但果形肩圓果肉白色的稱為白柚，比起前

者小形，形狀瓢簞形一般果肉白的則為文旦。45 

五、架構圖 

 
造成影響方向 

 

                                                 
44梶原通好，〈台灣の青果產業〉，頁 328。 
45台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編纂，《台灣農家便覽》（台北：台灣農友會，1944），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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