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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若就台灣產業史的發展來看，柑橘可稱之為日治時期的一項新興產業。在清

代的台灣，各種水果物產雖已陸續傳入，但在整個產業上並無重要性。然而到了

日治後期，香蕉、鳯梨與柑橘這 3 大水果物產，不但成為主要的農產品與貿易商

品，而且園藝產業產值也僅次於米、糖居於第二重要的地位。相對於糧食作物的

米、甘藷與特用作物的甘蔗、茶等，在清領時期就有相當的生產量與對外貿易，

柑橘作物在台灣的快速進展，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開始，而如此快速的發展，則

要歸因於柑橘商品化現象的出現。換言之，對於具有易腐敗特性的柑橘水果，在

台灣其商品化出現所須的條件更為嚴苛，而在日治時期正好提供其在發展上的交

通與技術之要件。因此，在這當中「農業技術的進展」與「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

是商品化所表現出的二大特徵。在生產層面的「農業技術的進展」中，除了數量

增加外，還有栽培管理技術的進步，而栽培品種逐漸集中於椪柑、桶柑這兩個主

要貿易品種，可說是「商品化」的最佳寫照。另外，販賣層面的「銷售運輸網絡

的形成」，則是奠基於交通運輸網絡與銷售組織的建立，而上述現象之發生又與

官方、農會的極力推動有密切關係。然而總督府雖頗為重視柑橘產業，但在日治 

時期無論在栽培面積或產值，其却不如香蕉與鳯梨產業，大部分農家只能採取副

業栽培之方式，這一方面是由於在生產層面，柑橘作物本身收穫時間過長的結

果，另一方面在貿易層面，則是植物檢查制度抑制了日本市場的發展所造成。 

在柑橘產業的商品化發展中，殖民當局與農會對於柑橘的獎勵措施，都直接

或間接的促使柑橘商品化成為可能，並且促使其持續發展。就整體柑橘獎勵措施

來看，總督府對於柑橘獎勵由 1903 年起給予栽培者補助金，接著設立園藝試驗

場來供給分發的苗木，以實物獎勵方式來改善各地苗木不足的問題，並且補助各

地農會設立模範柑橘園，以做為肥料實施與病蟲害防止的示範，若與香蕉、鳯梨

的推廣措施相比較，我們可說總督府頗為重視柑橘這項產物。1924 年總督府官制

改變時設立了特產課，可視為總督府對於水果物產展開積極措施的開始，自 1928

年起的十二年生產獎勵計畫，在採取適地適種主義下，擺脫了先前獎勵計畫不重

視苗木系統好壞與各地適合品種不同的缺失，著重於各地農會養成苗木系統的優

劣，採取一地僅 1 至 3 種適合品種集中發展的策略。在十二年獎勵計畫結束時，

由於中日戰爭已經開打，因應整個日本國內柑橘自給自足的生產需求，接著從

1940 年起展開特殊柑橘增產獎勵的五年計畫，以期能夠填補外國柑橘禁止輸入的

缺口。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了確保糧食作物生產，做為特產的水果、茶等作

物，在生產層面上受到極大限制，原本五年的獎勵計畫也不得不在 1942 年中止。 

就整個推廣過程中，柑橘產業與米作十分相似，農會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各

地柑橘產業的發展好壞，常可以各地農會對其投入經費來決定。若以 1920 年地

方行政區域變革為分界，前期農會是以苗木養成分發作為獎勵事業中最主要項

目，但或許是經驗不足，每年養成數目常不如預期目標，且如同總督府分發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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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並無依照各廳情形做適當的種類選擇。此外，接穗來源的母樹調查亦缺乏

進行，時常混雜不良系統，導致經濟利益低下經營產生困難。雖然有這些缺點，

但因為各農會對柑橘苗木的適時提供，並給予無償分發，使得當時正值興起的柑

橘栽培得以順利進行。各廳對於苗木養成與斡旋數量的多寡，亦明確地反應在

1919 年時各廳產量統計中，新竹廳此時產量早已躍升為全台首位，台中廳農會似

乎對柑橘獎勵不太積極，因此在產量上不升反降，排名滑落至第 4 名。 

若比較前後兩階段獎勵措施的內容，則可以發現其反映著柑橘栽培技術的進

步，與產業規模逐漸的擴大。像是苗木養成分發就有所差異，前期多為無價分發，

後期則已轉為有價分發，且苗木來源大正初年多來自農會自身農場養成，後期則

轉向委託地方上苗木業者養成。這些代表著地方上柑橘生產已發展到一定程度，

因此苗木獎勵可由原本無價轉為廉價發送，且在地方上亦有一定規模且栽培管理

良好的苗木生產者，才能讓農會將苗木安心予以委託養成。此外，在昭和年間苗

木養成常附帶有母樹選定與調查，希望能夠栽培出品種較佳且多產的系統，不像

大正時期對於母樹選擇不太講究，因此即使苗木來源沒有問題，所栽培出的品質

仍相差甚大。雖然各州調查方式與時間尚未十分理想，但至少在整體品質與產量

上已造成很大提升。第三，在病蟲害驅除預防上也進步許多，前期是以介殼蟲、

象皮病、天牛等病蟲害預防為主，尤其象皮病因預防藥劑便宜及對於果價影響頗

大，故被列為預防的重點。到了後期則因各種病蟲害預防方式陸續被實驗確定，

再加上經費增加，如台北州（赤衣病）、新竹州（梂病，與紋羽病類似）都在 1929

年後擴大了預防種類，最主要的象皮病預防比例也呈現增加的趨勢。第四，在

1927 年之後，隨著貿易數量的增加，前期被忽略的販賣層面獎勵事項亦陸續出

現，如貯藏倉庫的建立（台北州農會 1930 年、新竹州勸業事業 1931 至 1940 年），

各地的銷路調查與產品宣傳、試驗與斡旋販賣、商品檢查建立（新竹州 1933 年、

台中州 1934 年、台北州 1937 年）以及推動各類銷售組織的成立。 

在這其中農會推展的具體成效，若以新竹地區與其他地區做比較，這個日治

時期柑橘產業最發達的地區，並非在日本統治初期就是如此興盛，乃是因農會投

注大量心力與經費的結果。在 1910 至 1916 年度的第一次獎勵時，讓新竹廳柑橘

生產不論在面積、產量與價格上遠遠超過其他地區，而 1925 年起的第二次獎勵

措施，經由優良母樹採穗養成的苗木分發，使得椪柑的不良系統差不多絶跡，讓

新竹椪柑得以與著名的員林椪柑於市場中並稱。可見此次獎勵計畫的意義，不僅

在生產數量上增加，更重要的是州內柑橘整體品質的大幅度提高。除了產品的質

與量外，因農會的推廣措施，新竹地區在整體栽培技術上亦可說是全島各地中最

為完善的。總之，農會接連有計畫的獎勵政策，是新竹地區在日治時期成為聞名

全台柑橘產地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試驗機關設立及其所進行的各類試驗，對柑橘生產的改進也有所助

益。由於日治時期著重於米糖兩大產業的經濟發展，所以就這兩方面的研究調查

也就著力最多，相對來說園藝作物的試驗則較為人所忽視。儘管如此，比起其他

的園藝作物，柑橘相關研究已經算是較為豐富的，這可由 1908 年設置的園藝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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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場以柑橘作為研究調查的主體看出。雖然在經費和人力的限制下，園藝試驗場

與改制後的士林園藝支所能試驗的項目十分有限，但至少將科學化的生產栽培方

式帶入台灣，對柑橘栽培方式的改善貢獻良多，並程度不一地於各地造成了影

響。就主要的事業來看，在 1908 至 1920 年間，苗木養成分發占了園藝試驗場工

作相當大的份量，試驗項目也以苗木養成相關試驗為主。到了 1921 年之後，因

十幾年的發展使得試驗基礎奠定了下來，各種外國適合台灣發展的柑橘品種陸續

試驗出來，並經由苗木分發逐漸於島內各地栽培，且此時大力於品種改良工作，

重視系統的調查工作，也影響日後各地農會奬勵時重視母樹系統的調查。另外，

像是針對檸檬的栽培、加工與供需情形亦進行頗多研究，使得在 1937 年台灣產

檸檬得以有迅速擴張的機會。最後，某些曾於園藝試驗支所任職的職員，日後也

在地方農會或農事試驗場擔任柑橘研究的工作，對地方柑橘產業發展貢獻頗多。 

概括性的來看殖民當局與農會的相關措施，其背後都具有柑橘產品規格化與

標準化的意義，並在有意無意間促進了柑橘商品化發展。這不僅表現在生產層面

的苗木系統之統一，在研究試驗、貨品分級、包裝與運銷過程上都可看到這樣情

形。連自 1903 年後在各地舉辦的農產品評會，雖然不是推動技術研發與執行的

單位，但卻是宣示這種「標準化」規格與價值的重要場所。1 

「商品化」的柑橘水果在生產方面除了數量增加外，更重要的是技術層面上

栽培管理的進步。日治時期柑橘生產大體上呈現穩定的上漲趨勢，總產量上升幅

度到 1928 年後則有較大幅的增加，這除了是栽培面積比先前增加幅度較大外，

更重要的是因為單位面積產量的增加。換言之，其代表整個柑橘栽培管理技術在

1928 年後有相當進步，逐步有從粗放走向精緻農業的趨勢。在各州廳分佈方面，

1908 年時新竹廳於面積及產量上都落後於台中、台北兩廳甚多，在新竹廳農會多

年獎勵推廣下，到了 1916 年終於獲得豐盛成果，從此躍居全台首位。反之，台

中廳方面則呈現產量大幅下滑的情況，不但落居台北廳之後，在 1919 年時甚至

比桃園廳還少，排名退到第 4 位。到 1920 年地方行政區改制後，承繼先前的基

礎，中北部 3 州約占全台產量的 85 至 90％，無論是在面積或產量上新竹州在大

多數時間都居於首位，面積方面台北州比台中州略多居次，不過產量方面台北州

與台中州則互有領先。但是這樣新竹州獨自領先的情勢，在滿洲國建立後，台灣

桶柑品種於當地市場大受歡迎，輸出大增的情況下有所改變。由於桶柑主要產於

台北州內，因此使得台北州在栽培面積與產量上快速增加，不但在栽培面積上直

逼新竹州，在產量上於 1939、1941 年時還曾超越新竹州躍居全台首位。 

就柑橘栽培的品種來說，日治時期仍以清領時期傳入的品種為主，日治時才

傳入的發展較為不佳。最主要品種為椪柑，無論在栽培面積與產量上都占最多

數，多數時間都占到全部數量的 40％以上，尤其在 1928 至 1937 年間更達到一半

左右的比例。另一個主要品種桶柑在數量上則逐漸接近椪柑，1932 年滿洲市場開

拓後，桶柑因需求大增栽培大為興盛，因此栽培面積與產量在 1938 年後都到達

                                                 
1呂紹理，〈展示台灣：1903 年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台灣館之研究〉，《台灣史研究》，9：2（台北，

2002 年 12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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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 30％以上，尤其產量在日治最後 3 年時已與椪柑不相上下。而這兩個主

要品種在 1918 年後，無論是面積還是產量的總和都達到 70 至 80％，相對來說其

他品種就少了很多，造成栽培品種集中於此兩種的情形，乃是由於兩者為主要的

輸移出品種（桶柑為 1932 年後輸出才增加），因此在價格上較為高，農家較為傾

向於栽培種植，而此現象正好表現出柑橘作物的商品化傾向。 

至於在各品種區域分布上，日治初期和日治後期並無太大改變，椪柑主要產

於新竹州與台中州，兩州合計約占全台產量的 80 至 90％。桶柑則主要產於台北

州與新竹州，尤其台北州一直是桶柑最大生產地，兩州合計占全台產量的 95％

以上。而日治時期傳入的新品種如檸檬、萬崙夏橙、葡萄柚等，雖然頗早即有進

行栽培，但一直到 1937 年後，才因為了日本國內自給自足的需要，對島內需求

劇增而栽培興起，總督府當局獎勵重點也移轉至這些新品種，但不久即為戰爭情

勢所影響，無法順利栽培獎勵，直至日本統治結束時在面積與產量上，仍然是十

分的稀少。 

就本文所特別著重的農業技術方面，經由比較日治初期與後期栽培管理上的

論述，則可以清楚看出其間栽培管理技術的差異性。在日治初期從事柑橘調查與

試驗者的描述中，是將台灣各地視為同質性整體來進行檢討，即使主要產地栽培

管理技術亦是十分落後，但是經過大正年間地方農會對栽培方式改善的努力，至

少在 1926 年左右，各地栽培管理技術逐漸產生了差異性，也就是無法再將台灣

各地視為一致性的狀態。其中新竹州與台中州員林郡可說是栽培管理相當集約的

地區，然而其他地區栽培管理仍然十分粗放，這也正與生產數量多寡的區域分布

相符合。而由新竹州與台中州員林郡栽培情況從粗放走向集約，與 1928 年後柑

橘單位面積產量的上升，都顯示出當時柑橘栽培技術的改進與生產科學化的趨

勢。這種栽培技術進步的現象，實際上亦表現在不同時期所編的「年中行事」內

容中，也就是一年中栽培管理活動的增加，年中行事的內容變得更為充實而細緻。 

然而，即使柑橘商品化發展於日治時期開始，但仍未使柑橘生產活動脫離副

業到達主業的地步。由於總督府對於柑橘產業的獎勵，是著眼於利用農家剩餘勞

力來經營，所以是以副業栽培作為發展目標。整體來看，台灣柑橘栽培者絶大部

分是採取面積 3、4 分以下的小面積副業栽培方式，這與柑橘栽培須要較長時間

才有收益有關。進一步來看，面積 3、4 分左右的栽培規模，實際上是較符合產

量較多的椪柑、桶柑兩品種，對於文旦、斗柚等大顆品種而言，則是以每戶栽培

數量僅 3、5 株，最多不過 10 餘株，種植於個人庭院內的庭園樹木型態為主。如

此正好反應出以椪柑、桶柑栽培為主體的中北部 3 州，為何是專業性大面積栽培

者出現之處。另外，因柑橘栽培須經過相當時間才能獲利，所以與一般農業中佃

農比例較高相反，其大多數栽培者的身份是屬於自耕農。最為特別的是，日本人

比起台灣人來說在栽培技術上較為優秀，且其栽培型態多是屬於專業性的大面積

栽培者。 

若做為商品化物產，則栽培者於獲利上若與香蕉和鳯梨相比較，柑橘並不會

少於兩者，但由於要獲得純利的時間過長，使得在栽培上反不如兩者來得興盛（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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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是在 1928 年後）。對於一般農家來說，柑橘雖然年平均收益比起香蕉、鳯梨

來得多，但要達到獲利情況所須要時間過長，且要負擔虧損時間過久，所以會較

傾向於種植香蕉或鳯梨，不然就採取小面積的副業經營型態，使得在栽培面積的

擴張上落後於這兩者。 

做為商品化的物產，柑橘的商品銷售情形對於生產或政策層面有很大的影

響。如開始所提到的，銷售運輸網絡的形成，是由交通運輸網絡與銷售組織兩者

結合而成的，其反應出的就是有大量柑橘作為商品在進行交易，如此商品化的高

度發展則表現在對外貿易數量上的增加。通觀日治時期柑橘貿易發展，乃以 1932

年做為一個分界點，先前是以日本移出貿易為主，其他地區的輸出數量十分的

少。但以日本為當時唯一主要市場，却因植物檢查制度的阻礙，使得貿易量僅僅

占總生產的 5 至 10％左右。1932 年時滿州市場的開拓使得柑橘貿易轉向輸出市

場，這對於當時台灣柑橘產業不論在生產或貿易上，都可說是一大助力與轉變。

在之後的年份中，移出比例大致都維持在 5 至 8％左右，影響整個貿易量占總產

量的比例主要為輸出方面，隨著輸出所占比例增加，也帶動整體比例的上升，此

時輸出量占總生產量比例約在 15 至 25％左右，是以輸出貿易為主的時期。 

就貿易的品種來說，在移出的日本市場中，一直是以椪柑作為主要貿易品

種，也可說是當時唯一在日本市場內較能發展的品種。然而原本以椪柑為主的移

出貿易，於 1932 年後因桶柑堀起成為輸出貿易主力，再加上椪柑在貿易上逐漸

由移出轉向輸出，因此轉變為以椪柑、桶柑兩者為主的輸出貿易。相對於桶柑的

市場僅限於輸出的滿洲與中國華北地區，椪柑則於輸出與移出都有一定市場，因

此一直是貿易最主要品種。不過由於中日戰爭後桶柑在輸出市場的飛躍性進展，

使其在 1939 年時超過椪柑成為貿易數量第一的品種，台北州貿易數量亦超過台

中、新竹州，可說是柑橘貿易發展上的一大改變。桶柑對外貿易的激增，也連帶

使得島內桶柑栽培面積與產量逐漸逼近椪柑，台北州產量逼近新竹州，可看出貿

易結構變化對產業本身的強大影響力。 

然而即使在日本或滿洲地區，販賣地點仍侷限於幾個大都市而已，如日本國

內都是運送到香蕉受貨機關所在地，消費地多只限於表日本的大都市，裏日本與

地方都市的消費極少。輸出亦僅是以大連為中心的滿鐵沿線都市及以天津為主的

中國華北地區，對滿洲國內陸腹地與天津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尚未見到有輸出情

形。當時在中國市場由於受到高關稅影響，輸入並不順利，到 1937 年中日戰爭

開打後，由於日軍占領稅關，使稅率比以前大幅降低，才使台灣產柑橘於中國市

大量輸出，這可由 1938 年後輸入中國市場的數量不斷上升，且在 1941 至 1942

年時還超過滿洲市場的貿易數量中看出。因此在中日戰爭開打後，對外貿易反而

呈現激增的現象，在 1940 年到達日治時期貿易量的最高峰，但從 1941 年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海線被美軍封鎖，致使柑橘無法出口，因此輸移出呈現大幅衰退。 

此外，主要輸移出產地的中北部 3 州，因為生產品種或其他原因在貿易市場

上也有些微差異。台北州在 1932 年前貿易數量並不多，在之後可說是純粹以桶

柑輸出貿易的地區。新竹與台中兩州為椪柑的主要產地，因此在 1932 年前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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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貿易時期，就以移出市場為主。但在 1932 年後新竹州主要貿易市場，已

由先前移出日本轉變成輸往滿洲與中國地區。相對於新竹州在 1932 年後的轉變，

台中州仍然固守原來即已占優勢的日本椪柑市場，貿易板塊轉移至輸出市場的情

況並不明顯，到了 1939 年為止仍然維持以日本國內為多的貿易取向，直到 1940

年才終於轉變成輸出多於移出的情形，與當時台灣整體柑橘貿易的方向相符。 

在當時影響台灣柑橘貿易數量則有兩個最重要因素，一為植物檢查，一為運

輸航線。就前者來說，柑橘在移出至日本國內時，還須通過香蕉與鳯梨所不需要

的植物檢查手續，當時植物檢查制度對於移出貿易所造成的麻煩可分為兩方面。

首先是在柑橘生產興盛期時，申請檢查的果實一時殺到，由於檢查員與設備不

足，因此不得不自我限制申請檢查顆數的「滯果」現象。而「滯果」問題其發生

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椪柑檢查集中於 12 月至 1 月，60 天內接受檢查

數量約為整年移出量的 8 成。第二，新竹州和台中州檢查地點的比例相加，達到

檢查總數的 8 成以上，如此高度集中於兩處，使得員林、新竹的檢查分所成為「滯

果」發生的主要地。第三，地方分所職員與設施的不足。因此若要給「滯果」現

象一個較明確的定義，則可說是在每年 11 月底至 1 月初椪柑移出季節時，以員

林、新竹植物檢查分所為主，因所內檢查能力不足所導致移出數量遭到抑制的現

象。在這其中，員林地區又比新竹來得嚴重得多，一方面在設備和配置職員上僅

能與新竹打平或不足，另一方面卻又要檢查比新竹多出１-３倍的數量，可想而

知員林分所所要面臨的「滯果」麻煩可說是全台最為嚴重的。即使當地柑橘同業

組合於 1928 年成立後，在植物檢查前進行預備的品等檢查，並依植物檢查所檢

查能力來限制出貨數量，希望能促進檢查事業更圓滑的實行，但是「滯果」現象

在 1930 年後仍然繼續發生。 

植物檢查制度對於移出所造成的另一個麻煩，則是於日本移入港須再進行檢

查的「雙重檢查」制度，其不但使得搬運受傷情況增多，且檢查需要許多時日常

使商機失去，並釀成交易上紛爭。由於台灣柑橘在移入日本時只限於在台灣移出

檢查的合格品，並在日本稅關移入檢查後的合格品才允許移入，柑橘因於「移出」

與「移入」時都必須接受檢查，所以在台灣出現了所謂「雙重」或「再」檢查等

通俗稱呼方式。在當時此「雙重檢查」制度，還被一些人視為日本中央政府對國

內柑橘產業的刻意「保護」措施。 

就文中的探討可知，當時農林省對於日本國內再檢查撤廢的態度，基本上是

依移入檢查時是否有發現蜜柑小實蠅，或者更徹底地，能對蜜柑小實蠅是否能在

日本國內生存進行完整的研究。就前者來說，雖在台灣移出時接受嚴格的檢查過

程，但在日本稅關再檢查時仍然不時發現，在本身檢查過程有所缺陷下，似乎難

以要求中央政府撤除再檢查。後者為根本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接受中央研究所囑

託進行實驗的台北帝國大學助理教授小泉清明，雖由 1929 年就展開低溫對於果

實蠅生育影響的相關實驗，但整個最終結果要到 1942 年時才確切完成與公佈，

不免又有點為時已晚。 

更重要的是，當時台灣與日本間柑橘產量的差異與商品性質的不同，也無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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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打擊台灣產柑橘的必要。因為以 1936 年為例，台灣生產柑橘數量為 5,378 萬多

斤，產值約為 210 萬圓，不論是何者都不到日本國內的 1 成，若以當年移出至日

本的數量 500 多萬斤，價值 46 萬多圓來與日本產量比較，則更顯得微不足道。

此外，在商品性質方面，占移出大部分的椪柑在日本主要是作為年末年始的贈送

禮品，因價位較高故性質上是屬於高級水果，也不致於與日本國內柑橘有太大的

競爭衝突。第三，台灣生產的柑橘原是屬於移入禁止品的範圍，規定須經過雙重

檢查後才能移入，已經算是給與特別的例外待遇了。 

總而言之，以筆者的看法，若就當時實際運作情況來看，似乎無法將雙重檢

查制度解釋為農林省以病蟲害入侵當作藉口，以實行其壓迫殖民地柑橘產業發展

的真正意圖。即使是所謂「保護」日本國內柑橘產業，在意思上並非是指販賣上

受到台灣產柑橘競爭，而對消費市場進行的保護，乃是指防止日本國內未有病蟲

害入侵，對國內生產栽培與輸出貿易產生障礙的預防保護。 

若說植物檢查對柑橘貿易發展是抑制多於推進，則交通運輸網絡的建立則是

整個柑橘「商品化」發展最重要的指標。島外市場的貿易尚且不用說，即使是島

內市場，唯有硬體上交通工具的改進與完善，才使得如柑橘這類易腐敗的水果物

產，得以在有效時間內擴大原先運送的範圍，進而擴大市場的範圍。在其做為商

品的價值被提升下，就會使得「商品化」發生或持續進行。柑橘在產量與貿易數

量上之所以會大量增加，有相當成分是由於交通機關完備所造成，這可由柑橘主

要產地都是距離海港有一定距離的新埔與員林看出。因此，台灣柑橘產業的發達

實是源起於鐵路普及與海運發達所形成的交通網絡。然而柑橘輸送與香蕉有十分

密切關係，在貿易量數尚未十分多時，主要是依附在香蕉的運輸組織與管道之

下，也因此造成運送上的諸多不便，之後隨著輸移出數量的增加，與各地販賣銷

售組織的成立後，也逐漸獨立於香蕉而有自己運輸的方式。在 1935 年後台灣柑

橘運輸全都由台灣青果株式會社一手處理，再加上 1935 年起有 3 條對滿洲地區

直航的命令航線建立，都使得對外輸出的流程更加順暢與快速，對於柑橘產業的

貿易發展有相當助益。不過許多原本是自由航路後發展成命令航路的航線，其主

要是著眼於香蕉市場的開拓而非當時貿易量極小的柑橘，只不過是柑橘剛好搭上

香蕉航線的順風車，因此促進了其輸移出貿易量的增加。 

而在柑橘販賣的過程中，產地生產者所生產的柑橘，其販賣方式主要是採取

「立木賣」，因此生產者在大多數情況下，並非是直接將柑橘販賣於市場以供給

消費者食用，多是由中間經紀商人擔任輸移出的工作。在台灣隨著蔬果生產額逐

年增加下，除了香蕉與鳯梨即已成為一種產業而採取獨立運銷的形態外，因輸出

的滿洲市場大量增加後，使得柑橘產業與蔬菜亦朝向單一領域的趨勢邁進，此發

展趨勢正好反應在柑橘自我銷售組織的建立上。若仔細地觀察演變過程，柑橘銷

售組織發展歷程是落後於香蕉產業，且在產業規模還未到達一定程度之前，在販

賣通路與組織上主要是依附在香蕉，但隨著 1932 年後對外貿易越來越興盛，在

中北部 3 州已逐漸發展出柑橘專屬的同業組合組織，並在 1938 年 1 月組織了柑

橘同業組合的聯合會，這種發展顯示出柑橘商品化已是相當發達，足夠支持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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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的自我銷售組織的出現。 

隨著貿易規模的擴大，販賣方式也逐漸走向一元化統制。在 1935 年時移出

至日本新竹、台中兩州農會設有販賣斡旋所，並委託台灣青果株式會社進行販

賣。相對來說，對滿洲中國的出貨則呈現無統制狀態，只不過是一部分委託台灣

青果株式會社販賣，其中台中州柑橘同業組合其販賣全部委託，但台北、新竹兩

組合成員包含了輸移出業者與生產者，所以尚未完全統一委託台灣青果株式會

社，在當地仍呈現組合員自由販賣的情形。所以使同業組合變成僅為生產者組成

的單一組合，就成為施行共同出貨制度，與販賣權一元化的必須步驟。在 1938

年總督府通知各州，指示希望輸出外地柑橘的販賣運送，能由具有特殊使命的台

灣青果株式會社實行一元統制的方針，隨之不久，新竹州也由輸移出業者為主的

組合轉變為單純生產者組合。最終到了 1941 年因應戰爭情勢的需要，全部的水

果蔬菜相關組織都被合併為各州廳青果同業組合，做為轄外出貨的團體，另在輸

送販賣方面則委託台灣青果會社（後改為台灣青果物統制株式會社）實施一元化

的統制。不過此時因戰局的惡化，輸移出貿易已大大的衰退，對外貿易統制的意

義也就不太大，主要是針對島內市場進行分配。 

本論文對日治時期柑橘產業的研究，從產業史上來說，相對於其他水果物產

的研究，具有何種意義性與特殊性。第一，就園藝作物發展歷程來看，在剛開始

時是做為農夫自家使用，隨著文化進展農工商業逐漸分化，對於園藝作物需要激

增，因此才發展成以販賣為目的的經營樣貌，2也就是商品化產業的樣貌。在清

領時期因果實價格過於低廉，販賣收入連支出都無法打平，所以栽培情形並不

多，到了日治時期因需求增多及價格上漲，以致於從僅是一種觀賞用果樹，而轉

變為經濟果樹。水果作物相對於糧食與特用作物在清代時發展的遲緩，是由於當

時的時空條件無法讓其「商品化」，對於柑橘水果這類非食物或衣物方面的必需

品來說，若無法作為商品於市場販賣，其發展將是十分有限。也因為柑橘作物商

品化的條件，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形成，進而促使柑橘商品化現象的出現，讓柑

橘由清領末期一項默默無聞的作物，發展到日治後期的重要農產品與輸出品。實

際上香蕉、鳯梨應該有相類似的過程，深入去研究其他蔬果產業或許能找到更多

例證，但是在前人的研究中，多忽略去比較其物產在清領末期（或日本人統治台

灣開始時），與日治後期產業規模極大差異的背後因素，而由柑橘產業的研究中

可得知，這是與產業的「商品化」有密切關聯。 

第二，同一產業的本島內部差異性，在先前水果物產研究中較少被分析到。

商品化後的柑橘產業發展，讓各產地在生產技術上出現明顯的進步與落後之差

別，另在貿易市場分佈上亦有所不同。就前者來說，在日治初期即使主要產地栽

培管理技術亦是十分落後，但是經過大正年間地方農會對栽培改善的努力，各地

栽培管理技術逐漸產生了差異性，也就是無法再將台灣各地視為一致性的狀態，

其中新竹州與台中州員林郡是栽培管理較為進步的地區。就後者來說，台北州在

1932 年後是純粹以桶柑輸出貿易為主，新竹與台中兩州在 1932 年前都是以移出

                                                 
2西龜正夫，《農業地理學》，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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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為主，但在 1932 年後新竹州主要貿易市場，已由先前移出日本轉變成輸往

滿洲與中國地區，台中州則貿易板塊中移出仍然多於輸出，直到 1940 年才終於

轉變成輸出多於移出。特別的是，新竹州在整體栽培技術上可說是島內中最為完

善的，而台中州內柑橘銷售組織或許受境內香蕉產業的帶動，為柑橘產業中最富

經驗且基礎最確實的，兩個主產地分別在生產與販賣發展上各占優勢。 

第三，作為殖民地現地統治機關的台灣總督府，雖然主要是遵循中央政府的

經濟發展方向，但也並非所有措施都與中央政府意見相同。例如對於雙重檢查的

看法上，台灣總督府就與中央政府有所差異，台灣方面所提出的證據因不為中央

政府接受，所以才必須進行更完整地實驗。基本上，在當時總督府仍以台灣柑橘

產業發展為出發點，來考慮對台灣柑橘發展有利的方向 

然而同屬於水果產業，柑橘產業研究比起香蕉、鳯梨所具有的特殊性，在於

後兩者是台灣特有物產，在日本國內並無大量生產，因此不會有跟日本國內同產

品競爭的情形。但在日本國內柑橘就是十分重要的產業，柑橘所代表的殖民政府

與殖民地的互動關係，是其他二種水果所沒有的。如此關係所產生的正面效應，

乃在於日本國內柑橘研究十分盛行，連帶使得其統治下的台灣，在柑橘生產研究

方面，反而比起產業規模較大的香蕉、鳯梨來得豐富。這一方面是因為園藝試驗

場（士林園藝試驗支所）是以柑橘作為研究調查的主體，另一方面台北帝國大學

農學‧熱帶農學第二講座主要內容為園藝學，而其主持者田中長三郎教授本身就

是世界著名的柑橘研究學者，因此在研究上柑橘似乎較為盛行。 

就可預期的負面效應方面，在前人研究的殖民地經濟發展概念下，台灣畢竟

是日本的殖民地，在殖民地為母國存在的原則下，常須基於日本國內商品的要

求，來限定或發展自身的產業。因此與柑橘相同，屬於台日兩地都有的物產茶葉，

在日治初期已是台灣重要的輸出品，生產量相當大，但為了防止殖民地台灣茶與

日本綠茶在海外市場的競爭，殖民者乃採取抑制綠茶而發展紅茶的策略。反之，

柑橘直到日治後期與日本國內產量仍有一段距離，且在外國市場尚無與日本產溫

州蜜柑發生激烈競爭，就算對移出貿易產生不良影響的「雙重檢查」，也不能視

為殖民當局用以壓迫殖民地柑橘產業的手段，故就柑橘產業來說並無明顯的抑制

策略。然而殖民者對柑橘無像茶葉方面的壓制措施，並不能說是出於殖民者善意

的結果，而是因為台灣柑橘在產量上或在國內外市場上，尚未多到足以威脅日本

柑橘產業的地步，不過如果植物檢查流程能減化或廢除，或滿洲市場繼續發展下

去，則殖民者或許會如同對茶葉一樣展開抑制性措施。連帶下來的，我們也不能

太誇大總督府對柑橘產業發展的用心，因為在某些措施上仍顯出其缺乏積極的一

面。如對於「滯果」問題，總督府始終未能提出一套解決之道，只是每年一再重

覆人員不足的老問題，使得移出數量無法增加。第二，對於外國品種的推廣仍十

分有限，相對於鳯梨外國種在日治時就已大量繁殖，3台灣柑橘產業當時仍以清

領時期傳入的本地種為主，如萬崙夏橙、檸檬等外國種在推廣上仍過於微弱。 

                                                 
3鳯梨外來種雖然在 1934 年時仍比在來種少，但在面積與產量上則已到達全部的 4 分之 1。台灣

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鳯梨產業ニ關スル調查書》（台北：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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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研究議題上，本文分析了柑橘水果的產業發展情形，填補了台灣 3 大水果

初步研究中的最後缺口，並對台灣植物檢查制度形成的原因，及其與柑橘產業關

係也有所說明，讓人了解產業史中此制度的重要性，可做為與此檢查制度相關之

產業的參考。 

當然本論文還有許多未盡之處可供日後研究之用。首先是關於園藝產業在日

治時代的出現，因為果實大部分屬於輸送園藝，必須在交通運輸網絡建立後，遠

地販賣特別是對外貿易發展才有可能。在此之中雖同屬於園藝產業，有其發展的

時代共同性，但應該也有其特殊性，因此除了 3 大水果的研究外，仍可深入去探

討其他如龍眼、西瓜等次之的水果作物，乃至於蔬菜產業的發展情形，以了解園

藝產業在日治時代何以出現的原因。另外，像是植物檢查制度，本文只針對柑橘

移出檢查部分進行分析，其他關於西瓜、蕃茄類的移出檢查，與占比例越來越重

的輸移入檢查都未能說明，而且植物檢查制度並不只限於日本與台灣，在日本殖

民帝國的勢力範圍內，如朝鮮、南洋廳、關東洲與滿洲國都有此制度，若能比較

各地植物檢查施行之原因，將可說明日本中央政府對殖民地區的產業態度，特別

經由比較同為熱帶地區的南洋廳之制度，更可看出某些作物被禁止或限制是否具

有其合理性。最後，這些日治時期柑橘發展所留下來的遺緒，戰後如何繼承下來，

以及對於戰後台灣柑橘產業所發生的影響，也是本研究留下的一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