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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糖業生產下的民族結構： 

日治後期的經濟變遷 

 

日俄戰爭後，糖價上升及『製糖廠取締原則』之制定，使日本資本家出現

主動投資台灣製糖業的傾向，同時為因應財政獨立的呼聲，糖業成為總督府殖產

興業政策的重點之一，因為透過糖業的獎勵，日本內地可免三千萬日圓的砂糖輸

入。隨著後續台灣島內治安的確立、資金的出現，以及日本農業移民與東部土地

整理的同步展開，都讓孤立的後山的產業開發逐步納入日本經濟系統內。1本章

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台灣總督府糖業政策與新式製糖工廠的出現：隨著台灣

總督府的糖業政策至新式製糖工廠的設立，台東廳逐步被納入當時整個糖業生產

的過程。由勞力的需求，於是開展本章第二、三節的討論：原住民勞動力的利用

與農業移民的拓墾（內地人與本島人的引入）。在產業開發的需求下，水圳成為

增加農業收穫最重要的公共設施，第四節即探討台東平原最重要的水利設施──

卑南大圳的改修工程，以及改修後經濟的調查與變化。最後一節是本章的重點也

是小結，在整個糖業的背景下回應下述問題：民族間的互動如何？過去的「武族」

卑南族有何調適與變化？阿美族是否依舊力耕重農？ 

 

第一節 台灣總督府糖業政策與新式製糖工廠的出現 

     

一、台灣總督府糖業政策 

 

明治 31 年（1898）1 月內務省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同年 3 月新任總督府民

政局長）向日本政府提出『台灣統治救急案』之意見書，盼能使台灣財政獨立，

                                                 
1 相關整個東部產業政策的發展過程，可參考林玉茹（2002、2003、2004a、2004b、2008）的相

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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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來自日本國庫補助金，以紓解甲午戰爭後台灣殖民地經營費對日本本國財政

之壓迫。其主張約為下列三點（森久男 1978：46）： 

 

1.尊重舊慣（活用自治制度）、警察與行政合一、整理行政以提高行政效率，

節約經費。 

2.以鴉片煙為主要財源，募集外債以推展台灣的開拓殖民。 

3.興建鐵路、築港、上下水道等必需的建設經費，並擴張與大陸沿海的航路。 

 

並於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將其具體化，於明治 31 年（1898）末擬定

計畫，發行六千萬日圓的建設公債，以進行台灣縱貫鐵路、基隆之築港、以及土

地調查三大工作，並訂立一個台灣總督府二十年財政計畫。隨著殖產興業的開

始，將原來對外國貿易改為對日本本國輸出入的流通路線，且將向來依賴關稅（外

國貿易）收入的租稅結構，逐漸轉移以內地稅為主的租稅結構。明治 34 年（1901）

年 1 月，第十五屆帝國會議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後藤新平提出：「有關砂糖的

獎勵，將充分積極的進行。由於糖業的獎勵，全國可免三千萬日圓的砂糖輸入，

因此，將盡力來獎勵糖業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同前引：51）因此明治 34

年度（1901）以後，總督府殖產興業政策的重點，終於逐漸由官營事業的經營，

轉變為民間產業的保護育成政策。 

 

然明治 34 年（1901）3 月日本政府因甲午戰後對國家之經營不善，而造成

財源困窮，於是伊藤內閣提出增稅法案獲日本議會贊同，增稅法案之一部分『砂

糖消費稅法案』成立，立即造成大量外糖的投機輸入，造成糖價的暴落，台灣製

糖業在一開始作業正遇到此困境。 

 

故聘請新渡戶稻造來台，並於明治 34 年（1901）9 月起草『糖業改良意見

書』。此意見書要點即是改良農事，尤其是改良品種。在工業方面則是建設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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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良糖廍之折衷論，且將重心放在改良糖廍，並由總督府投下大量資金鋪設鐵

路（或由糖廠本身鋪設輕便鐵路），資金盡可能由總督府撥給補助金，或實物出

借等各種援助辦法。但此時台灣治安尚未確立，日本民間資本並不肯投資於頗具

危險性的殖民地事業，為誘使日本資本來台，故採取長期補貼利息以保障投資家

利益。卻因日俄戰爭之故，造成日本國內財政困窘，而放棄補貼利息，改採實物

支付。明治 35 年（1902）依據新渡戶意見書，發佈『台灣糖業獎勵規則』，並設

立臨時台灣糖務局，一方面無價出借小型壓榨機，以謀普及改良糖廍，另一方面

試行『新式工廠』。在此獎勵規則下明治 35~37 年（1902~1904）總督府獎勵保護

7 家分蜜糖工廠，這些小規模的分蜜工廠包括台灣東部的賀田組製糖，7 家工廠

只此廠為日本人出資經營，其他皆為台灣本島人資本。也可看出總督府因財政之

困境，為求以最小財政成本，獲取最大稅收，除直接支付實物也利用台灣本地資

本；唯東部台灣因當地住民尚未累積足夠資本，依然以日資為主。 

 

明治 38 年（1905）5 月第二任糖務局長祝辰巳起草『糖務ニ就テ』意見書，

糖業保護政策的基本方針，中止或縮小製糖公司的直接保護，集中於農事的改

良：1.改良種的普及。2.獎勵蔗園的灌溉與排水。3.獎勵甘蔗與稻米的輪作。（同

上引：72）應注意過去農事改良的重點在於品種改良與施肥，新的政策則是灌溉

和排水較一般性基礎的設施。然新式糖廠與小規模的糖廍，假如混在同一地區，

容易發生原料取得方面的競爭。明治 38 年（1905）6 月府令發布『製糖廠取締

規則』，依此規定，新式糖廠設立採取申請制，對認可的製糖廠則指定原料採集

區，並禁止設置糖廍，為新式糖廠確保原料，提供制度的保障。明治 39 年（1906）

年 3 月，由於鐵路國有化，和輸入外資的成功，致大量資金分散於民間，且日俄

戰爭後各企業勃興，隨糖價上升，台灣島內治安也確立，以及『製糖廠取締原則』

之制定，日本資本家出現欲投資台灣製糖業的傾向2（涂照彥 1993：55）。台灣

                                                 
2 依照涂照彥之台灣經濟的殖民地化過程的分期，從接收台灣至 1905 年，大約十年的時間，為

資本主義「基礎工程」的階段。1905 年前後為促進商品流通，大體上整頓了交通、通信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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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不再以實物援助，代之以行政方法，協助製糖廠的設立。 

 

從台灣總督府糖業保護政策之發展觀察，日治時期台灣糖業，從一開始需以

利息補貼保護轉變為法令上或關稅上一般保護，對農事改良也從品種改良或施肥

等直接補助，轉移成灌溉、排水等產業基礎設施。 

 

而東部台灣因無在地資本，從賀田組製糖即為日本人出資經營，有別於台灣

其他地區有本島人資本家的參與，投入時間也較其他地區為晚，卻也因為如此，

東部發展因有其他地區經驗為引導，透過各項政策東部地區發展較其他地方發生

更為快速且全面的改變。 

 

表 12：台灣總督府糖業保護政策之發展 

時間 政策 

1898 年 提出『台灣統治救急案』之意見書 

1901 年以後 
總督府殖產興業政策的重點，終於逐漸由官營事業的經營，轉變

為民間產業的保護育成政策。 

1901 年 3 月 

『砂糖消費稅法案』成立，造成大量的投機輸入，以及戰後反動

的經濟恐慌餘波，造成糖價的暴落，台灣民間製糖業在一開始作

業正遇到此困境。 

1901 年 9 月 

起草『糖業改良意見書』。此意見書要點即是改良農事，尤其是

改良品種。在工業方面則是建設新廠與改良糖廍之折衷論，且將

重心放在改良糖廍，並由總督府投下大量資金鋪設鐵路（或由糖

廠本身鋪設輕便鐵路），資金盡可由總督府撥給補助金，或實物

                                                                                                                                            
也開始實施公賣制度，台灣總督府財政無須依賴日本的補助而能獨立。因此日本資本家在此時出

現欲投資台灣製糖業的傾向，不令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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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等各種援助辦法。 

1902 年 

依據新渡戶意見書，發佈『台灣糖業獎勵規則』，並設立臨時台

灣糖務局，一方面無價出借小型壓榨機，以謀普及改良糖廍，另

一方面試行『新式工廠』。 

1903 年 5 月 
依『台灣糖業獎勵規則』，賀田金三郎在花蓮港廳設立小規模分

糖蜜工廠。 

1905 年 5 月 

第二任糖務局長祝辰巳起草『糖務ニ就テ』意見書，糖業保護政

策的基本方針，中止或縮小製糖公司的直接保護，集中於農事的

改良：（一）改良種的普及（二）獎勵蔗園的灌溉與排水（三）

獎勵甘蔗與稻米的輪作。 

1905 年 6 月 

府令發布『製糖廠取締規則』，依此規定新式糖廠設立採取申請

制，對認可的製糖廠則指定原料採集區，並禁止設置糖廍，為新

式糖廠確保原料，提供制度的保障。 

1906 年 3 月 

日俄戰爭後各企業勃興，隨糖價上升，台灣島內治安確立，以及

『製糖廠取締原則』之制定，日本資本家出現欲投資台灣製糖業

的傾向。台灣總督府不再以實物援助，代之以行政方法，協助製

糖廠的設立。 

表格來源：依〈台灣總督府の糖業保護政策の展開〉一文整理。 

 

二、新式製糖工廠的設立 

 

無論是內地人移民計畫或是土地業主權查定工作，其實都與糖業產業設立

有關。從土地獲得、交通改善、水利灌溉、日本農業移民，可清楚看出時間點彼

此的脈絡關係，一方面突顯台灣總督府對殖民地台灣，開發生產事業施行統治的

普遍性：從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即積極採取『殖產興業』政策，以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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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財政為目的，開發（掠奪）台灣。另一方面也能觀察出東部台灣之獨特性，

郭祐慈〈試論日治時期東台灣糖業發展的獨特性：從米糖相剋談起〉一文，點出

三點東台灣糖業發展之獨特性：東台灣的自然環境、官私營移民的土地開發、強

制原住民出役制度（郭祐慈 2005）。 

 

在此背景發展下，台灣東部糖業開發，得以吸取先前西部的開發經驗。東部

地區除花蓮港廳賀田組的開拓事業，與後接手之鹽水港製糖（後更名為鹽水港製

糖拓殖株式會社）外，台東廳於明治 43 年（1910）底在卑南街成立「新鄉製糖

合資會社」，工廠設於新鄉里壠，明治 44 年（1911）1 月於卑南街亦出現「野田

製糖所」。3明治 45 年（1912）8 月以野田製糖所為基礎，提出台東製糖株式會社

之設立申請（鐘石若編 1985：216），創立委員包括若尾璋八、賀田金三郎、安

場末喜等 13 人，由野田豁通任委員長，以資金 350 萬圓於卑南街設立新式製糖

工廠。成立後宣佈收購合併野田製糖所及新鄉製糖合資會社，再加上大正 2 年

（1913）12 月獲准設立新開園改良糖廍，並於大正 3 年（1914）將所屬 3 座製

糖工廠重新以所在地命名：即位於卑南街的「卑南工廠」、里壠庄的「里壠工廠」、

新開園庄的「新開園工廠」。 

 

依據明治 38 年（1905）「製糖廠取締規則」：對認可的製糖廠指定原料採集

區，並禁止設置糖廍，為新式糖廠確保原料，提供制度的保障。因此之故，台東

廳內的大片原野地也因此皆畫入其原料採集區範圍。 

 

三、納入糖業生產的台東廳 

 

                                                 
3根據 1901 年新渡戶稻「糖業改良意見書」改良式糖廓為總督府補助重心，加上 1906 年後因日

俄戰爭之故，各企業勃興以及『製糖廠取締原則』之制定，使日本資本家出現欲投資台灣製糖業

的傾向，相信這些也都是促成台東廳在 1910 年後出現改良式糖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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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後，糖價上升及『製糖廠取締原則』之制定，使日本資本家出現

主動投資台灣製糖業的傾向4，台灣島內治安的確立、資金的出現、日本農業移

民與東部土地整理的同步展開，都讓孤立的後山，透過產業的開發逐步納入日本

經濟系統內，透過糖業的獎勵，日本內地可免三千萬日圓的砂糖輸入。1910 年

代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產業的開發，是以台灣糖移出—蔗作為中心展開，不久因米

穀移出—稻作的擴大，至 1920 年代出現「米糖相剋」的問題，也就是耕地蔗作

或稻作的對抗關係。從下列數據可看出 1920 年代以後日本內地對台灣糖輸入的

依賴： 

 

表 13：各產地供給日本砂糖的比例 

         年代 

日本糖業移入 
1920 年 1925 年 1930 年 1935 年 

供給（百萬斤） 779 1514 1872 1940 

日本生產（％） 14.9 9.7 8.8 12.1 

從台灣移入（％） 47.0 47.0 65.6 71.3 

從其他殖民地移入（％） － 1.3 3.8 4.6 

殖民地以外的輸入（％） 38.1 42.0 21.8 12.1 

輸出殖民地外＊（％） 13.1 16.2 19.4 13.8 

＊ 扣除供給才對殖民地外輸出。 

資料來源：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136。 

 

從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比例逐漸增加，至 1935 年對日本砂糖的供給比例

更高達七成以上。然就上野雄藏（1924：16）所提出的看法：「台東廳並無如西

                                                 
4 依照涂照彥之台灣經濟的殖民地化過程的分期，從接收台灣至 1905 年，大約十年的時間，為

資本主義「基礎工程」的階段。1905 年前後為促進商品流通，大體上整頓了交通、通信等機關，

也開始實施公賣制度，台灣總督府財政無須依賴日本的補助而能獨立。因此日本資本家在此時出

現欲投資台灣製糖業的傾向，不令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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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台灣蔗作和米作競爭的情況，同地水田於自給自足上佔重要地位，削弱米作，

與蔗作的進步毫不相涉。」在整個台灣糖業發展上，東台灣因土壤氣候、民族結

構（官私營移民村）與土地轉換問題、蕃人勞動力等獨特的區域性問題，「米糖

相剋」所衍生的問題並不明顯，而需另做探討，這也是本章討論日治時期台東廳

糖業發展的立基點。不過台灣東部雖有其區域特性存在，還是無法自外於整個大

環境。 

 

東部產糖事業亦步亦趨隨著台灣總督府糖業保護政策展開，逐漸由官營事

業的經營，轉變為民間產業的保護育成政策。隨著歐戰持續，砂糖需求大增，大

正 4 年（1915）新式製糖之「卑南工廠」竣工，該年總督府並決定將「移植民事

業」委託給成立不久的台東製糖會社，以求甘蔗原料供應順暢。然世界糖價瞬息

轉變，總快速影響到台灣的糖業生產： 

 

去年（1919）5 月下旬古巴糖價上漲，世界糖市為之熱絡，爪哇糖水

漲船高，連帶影響日本分蜜糖價格因而突破 50 圓大關。然而糖界的黃

金年代很快帶來反動急變，從 1920 年 12 月中旬左右開始崩盤……日

本國內糖界隨外糖的不景氣，使得市場更缺生氣。（黃紹恆 2005：2-20） 

 

受此影響，台東製糖會社面臨經營的困難，台灣總督府與台灣銀行派員調

查，使製糖事業與拓殖事業分離，另組成兩個公司。也可見糖業的市場網絡緊緊

牽動過去這「與世隔絕」的地方。「卑南工廠」原料除來自台東平原，亦來自鹿

野村里壠及新開園。依據明治 38 年（1905）「製糖廠取締規則」台東廳將土地一

一劃入原料採集區範圍，過往孤立之「台灣東部」，納入整個世界糖業生產系統，

當地居民也不得不捲入此看似繁華盛景的經濟生產中。新式糖業工廠隨著土地獲

得與鐵路鋪設，將生產所需原料以「卑南工廠」為起點向外擴張。下表為台東製

糖會社從大正 6 年（1917）年至昭和 17 年（1942）年獲得土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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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台東製糖會社土地取得紀要 

年期 面積 取得方式 年度合計 備考 

1,390 餘甲 申請開墾   

12 餘甲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1917 
申請放領：里壠庄 54 餘甲、鹿野村

970 餘甲、卑南社與馬蘭社 28 餘

甲、旭村 306 餘甲及 16 餘甲 

申請預約開墾 
8,832 餘甲

  

鹿野村（909.2735）及旭村 1,292

餘甲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大原村等 3 處 5,846 餘甲 預約開墾許可地   
1919 

申請預約開墾之土地 4,161 餘甲 申請預約開墾 

18,645 餘甲

  

加路蘭外 2 處，17 甲，加上前期取

得業主權 1,310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預約開墾許可地 5,598 甲 預約開墾許可地 
1920 

預約賣渡申請地 3,336 甲 申請預約開墾 

16,550 餘甲

較前期面積減少 2,095 甲的原因，為鐵

條網線外的土地及官方指定地變更所

致 

1920 
除 107.2883 甲台東製糖保留外，其

他全部移轉給台東開拓株式會社。 

移轉剩餘 
    

1928 
收購卑南區卑南旱地 1.9 甲，使得

社有地甲數為 75.5 甲 

其他（收購） 
    

1934 

依照「官有原野預約渡賣規則」分

別獲得鹿野區大原村等 48.3065

甲，以及新開園池上村、網綢、鹿

業區鹿野村、月野村、老吧老吧、

鹿寮等 1,424.193 甲之公地放領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1934 

收買卑南水田 45 筆 11.1986 甲、旱

田 94 筆 44.5812 甲、雜 16 筆 1.199

甲，合計 155 筆 56.9788 甲 

其他（收購） 

    

1936     6,299.2354 甲   

1938 放領台東街旭原野 329.5518 甲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6,325.265 甲   

1941 放領旭村之官有地 
業主權登記與獲放

領開墾地 
6,712 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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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6,718 甲 2754

因交換增加 2.4495 甲，因收買增加

6.4375 甲，另因交換減少 2.1295 甲，因

測量錯誤訂正減少 0.4831 甲，總計較前

期增加 6.2744 甲。 

年期是指，當年七月一日至翌年六月三十日。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東糖廠史〉。黃紹恆，〈台東糖廠史〉《台東市史叢刊規劃編纂計畫—結案

報告書》，台東：台東市公所，2005 年。 

 

此表顯示台東製糖會社在 1920 年左右就已獲得大片土地，都成為工廠之甘蔗原

料採集區。而輸送原料之鐵路也成為最重要的基礎建設，將台東廳製糖工業的運

轉深入至每一個原料區。如知本、新開園、北絲鬮、里壠、鹿野、鹿寮都連結起

來，甚至卑南工廠到倉庫都鋪設完成，在 1920 年代開始沒多久整個台東廳就隨

著土地與運蔗鐵道，納入整個日本殖民政府的糖業事業中。 

 

表 15：台東製糖會社鋪設鐵路紀要 

年期 鐵道 備註 

1916 
申請鋪設卑南到新開園專用鐵道軌距 2 呎 6 吋的窄

軌鐵路 36.5 哩 

約 57.74 公里 

1916.7.1～1917.6.30 
著手卑南新開園間的貫通鐵路（自卑南工場至新武

路溪右岸 23 哩餘，總延長線達 47 哩左右） 

日本招募 1,300 名

季節性工人協助 

1917.7.1～1918.6.30 
延長卑南工場至北絲鬮 7 哩，另鋪設呂家知本線軌

道 3 哩、鹿野村軌道 3 哩，本其擁有全長 49 哩餘。

 

1918.7.1～1919.6.30 
延長卑南新開園線 5 哩，1919 年兼營一般旅客及貨

物的輸送，營業列車為台東至北絲鬮 

 

1919.7.1 至 1920.6.30 再獲許可營業北絲鬮至里壠  

1920.7.1 

台東製糖現有路線計有：台東新開園線 32 哩、卑南

大溪線 3 哩、知本線 5 哩、旭村 1 哩、呂家溪知本

社線 3 哩、鹿野村線 3 哩、鹿寮線 2 哩，合計 49 哩。

 

1920.7.1～1921.6.30 

鐵路長度共計台東至新開園間 33 哩，到知本、阿里

擺線、卑南工場連結線、卑南海岸支線 15 哩、知本、

卑南、里壠、新開園工廠線、卑南海岸輕鐵線 9 哩、

鹿野村農場線 3 哩、鹿寮農場線 2 哩，總長 64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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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7.1～1926.6.30 

新設馬太鞍線 1 哩 75 及鹿寮線 1 哩 5 分。卑南工場

及海岸倉庫間鋪設軌道 76 鎖 65 節，延伸公司鐵路

到海岸 

 

資料來源：整理自〈台東糖廠史〉一文。黃紹恆，〈台東糖廠史〉《台東市史叢刊規劃編纂計畫—

結案報告書》，台東：台東市公所，2005 年。 

 

第二節 原住民勞動力之利用 

 

新式糖業的設立，代表需獲得大量甘蔗原料，自然也凸顯勞動力問題的重

要性。以梶原通好（1924：90-91）一文所提：台灣東部相異於西部的四點觀察— 

 

1.海路交通不便，物資出入搬運有困難。 

2.人民過半數是蕃人。 

3.人口稀，一般勞力缺乏。 

4.土地開發有賴官私營移民。 

 

可知東部人口稀薄勞力缺乏，因人民半數為蕃人，故番人勞動力的利用至

為重要，但依顯不足，土地開發仍有賴官私營移民才得以竟功。根據明原世外

（1900.7：41）在〈台東の蕃情〉一文的看法： 

 

台東管內大致區別有高山蕃、平埔蕃兩種，細分則有鼻南、阿彌、加

禮腕、北蕃、高山蕃等之別，而此等蕃人中首推阿彌種為第一，實際

上此阿彌蕃蕃人，依其憲法為我蕃人最重視以農為業者，並規定子子

孫孫相傳教授，故其勤勉為他蕃所遠遠不及，且彼等耕作法為大規模

農業生產，係以牛耕，與我內地奧羽山間的耕作等，大有優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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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明治 33 年（1900）之阿美族為以農為業者，且耕作技術較日本

內地山間並不遜色。另漢文日日新報賀來警視談〈台江蕃情〉更清楚說明：對警

視而言，台東阿美族是最易使之為純然農民者：「則台東阿美族全體，必成為純

然農民也，此阿眉蕃，各屬台東平地，最易開拓，該廳會對此平埔蕃試課稅金，

每家三十錢，共千五百圓，雖徵收困難，然亦完納，即可見蕃狀一般。」（1907.3.7：

第 3 版） 

 

就台東廳而言，蕃人治理才從相良長綱之綏撫方式，轉向森尾茂助管制取締

政策約 3、4 年，賀來警視所見之情況應為日人未至前蕃人本固有之狀況。也就

是說，台東廳阿美族蕃人就如同原世外所論：阿美族早已以農為業。〈蕃人移居

平壤〉一文也可得佐證： 

 

恆春廳下蚊蟀支廳所屬頂加來社，戶數有三十四戶，而土地瘠瘦，不

能耕作，難成村落，居民苦之，加以兇蕃出沒無憑，不勝困難，故相

率下山，欲擇平壤而居之。者番適牡丹社警察官吏派出所附近……然

彼久居山中，其於用水牛耕作之法，尚未深諳，則恐有失時之憂，幸

牡丹社警察官吏派出所之小使，阿眉山蕃族也，常使用水牛耕作，者

番下山之蕃人見之，深感其利便，且聽該小使之指導，將來各戶，必

能購買水牛以耕田云。（漢文日日新報 1905.9.8：第 4 版） 

 

阿美族善於耕作，且以水牛從事農業活動，甚至能指導其他蕃人，可見阿美

族蕃人在生業活動的重農特性。安倍明義也曾提及台東廳蕃人愛養牛畜的美風：

「蕃人一般從以前就有愛養牛畜的美風，誇耀此為彼等唯一財產，因此之故一戶

平均飼養頭數實有四頭三分四厘的高比率，全島不見如此比率。」（安倍明義 

193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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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牛隻耕作外，也針對當時阿美族「課稅」： 

 

光緒十四年劉巡撫清丈土地之際，蕃人墾田均已丈量，認定蕃人的業

主權課以地租，彼等夙來同於漢人使用貨幣買賣交換，一般生產顯著

增加促進商業生活，早在道光年間已形成卑南及花蓮港等小市街，雖

尚未全然脫離蕃俗，但自家勞動孜孜不倦，漢人尚有無法企及之處。（台

灣總督府警務局 1918：475） 

 

顯示台東廳轄內平地原住民已能使用貨幣且比漢人更勤奮生產，因此自明治 39

年度起對阿美族與卑南族課徵家屋稅，其標準如下：（同上引：475-476） 

 

1.自明治 39 年度起對阿美族與卑南族全體課徵地方稅中的家屋稅。 

2.每戶平均課徵 30 錢，以社為單位按各社之戶數與貧富課徵，以蕃社為單

位課賦。 

3.家屋稅總額：一千八百六十四圓。 

4.課徵社數：一百三社。 

5.課徵戶數：六千二百十五戶。 

 

並認為實施結果成績良好，不僅容易負擔，而且也瞭解為保護財產及生活，

需負納稅義務。這些話除可能呈現之事實，也反應出統治者的看法：首先他們發

現平地原住民相當勤奮，對外接觸也多，已經常與其他民族交往且形成市街；並

認為其課稅相當合理，原住民接受度很好；然是否如此？ 

 

領台後自明治二十九年以來，撫育蕃民晚近益發顯著，甚至很多成為

官吏或老師啟發兒童，且有的甚至遠至台北農事講習者。近來事業家

開墾荒地，或漸次開拓山林富源，他們亦相競應徵工人，取得工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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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生活，而且給予吸收新知識的動機，利用土地之觀念隨之發達，終

於獲得政府補助開設灌溉卑南一帶田地的水圳。本廳認為必須開設轄

內道路便利運輸，調查灌溉水路，鼓吹並厲行田園開墾的殖產思想為

當務之急。於是決定儘量使他們義務勞動完成，無法僅以勞力建設而

需要技術之水圳等工程，則由政府撥出補助款施工。由於補助款有限，

因此對他們課徵地方稅中之家屋稅，列入一般收入預算，同時計列歲

出預算，由廳長視事業緩急呈請總督認可後妥善運用。（同上引：475） 

 

為了產業發展之基礎建設，需要修築道路和興建水圳，於是決定利用原住

民勞動力，並使其義務完成，因補助款有限，所以需向原住民課徵家屋稅。有關

卑南一帶水圳之申請，明治 32 年（1899），馬蘭社頭目 Kolas Mahengheng 率族

人利用呂家溪舊河道引水灌溉 Matang5附近地區。而後為灌溉卑南社、馬蘭社及

台東街附近（大巴六九溪以東），未曾開設為田且時遭旱乾的八百甲園地，經卑

南社與馬蘭社商議後，於明治 38 年（1905）協同森尾廳長、馬蘭社頭目黃骨力

（即為前述之潘骨力、Mahengheng）等六名及卑南社頭目姑仔老等五名，向總

督府提出補助金申請，獲得許可，並認定為公共埤圳（郭祐慈 2005：98）。對水

圳之開鑿，馬蘭社人一開始是有其自主性的，如果沒有日本統治，他們為求自給

自足也會設法修建水圳。然在殖民政府的殖產政策下，原住民無可選擇地必須參

與地方之公共建設，包括金錢與勞力，對這樣擅於耕作且勤勉之原住民（特別是

阿美族），在人口稀薄，勞力缺乏之台東廳，勢必受到注意。 

                                                 
5 Matang 為地名，pa-m（f）atang 為拓墾、墾荒之義。名詞前接 pa，有欲行使什麼動作之意。

接 pa 後，matang 音轉 fatang。此為筆者採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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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大正 10 年台東廳、花蓮港廳人口種族比例 

廳名別 內地人 本島人 蕃人 外國人 計 

台東廳 3231 8203 37990 364 49788 

百分比 6.5﹪ 16.5﹪ 76.3﹪ 0.73﹪  

花蓮港廳 11745 19045 30207 1017 62014 

百分比 18.9﹪ 30.7﹪ 48.7﹪ 1.63﹪  

資料來源：梶原通好 1924.2 東部台灣の農業を論す（一）。台灣農事報第 207 號：91。 

 

由上表可知，東台灣人口分佈中，可資利用的勞力，原住民佔約半數，而

台東廳更高達七成，在人口稀少且開拓時日尚淺的東台灣，為因應日人開發之勞

力缺乏，而有「蕃人強制苦力出役制度」出現。梶原氏並提出理由：「本島人的

情況，如支付相當賃銀，沒有強制的必要，但對文化程度極低的蕃人，在自己的

耕地生產生活必要的食用作物，對蕃人如此就夠了，進一步出苦力得賃銀，可能

因無所謂文化的慾望，固有自然強制的必要。」（同上引：91-92）明治 31 年（1898）

台灣日日新報一段記錄點出：台東過去無「人夫」的需求，因此勞銀低廉；自從

日人進入後，營造官衙、官吏的往復或軍隊行動，開始需求大量勞力，依照需求

供給原則，勞力報酬漸增，卑南地方如轎夫，本來 50 錢增加為 70 錢，挑夫本來

30 錢增為 45 錢，土人（台灣人）人夫 25 錢增為 35 錢，蕃人人夫以前 15 錢現

在則要 25 錢。（台灣日日新報 1898.8.28：第 2 版） 這顯示依照正常之供給與需

求，在明治 31 年卑南地方之人力，因需求大於供給，使得勞力的銀賃大為增加，

和前述認為原住民如同原始人，因此怠惰而厭於勞動說法相異。 

 

台灣東部之平地原住民，特別是阿美族，以勤勉重農而受到注意。而對其課

徵家屋稅，且說「近來事業家開墾荒地或採伐木材時，他們亦競相應徵工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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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工資充裕生活。」此正可呼應前述勞力賃銀漲價的事實，但當談及「蕃人強制

苦力出役制度」時，又說他們為文化程度極低的「蕃人」，需以強制力才願意提

供勞力。如此這般矛盾的說法，即可清楚揭示日本統治者欲利用便宜之蕃人勞動

力遂行東部開發大計之謀，以文化低落為藉口，自圓剝削意圖。 

 

復以蕃人以蕃社共營生活，有關勞力的配給，皆經警察之手故容易實行。6上

述兩點理由：1.蕃人文化低落。2.警察力量易於控制。透過警察力量的強制，讓

這些善耕的阿美族人，除自己的農事外，尚需負擔勞役工作。 

 

針對原住民出役苦力的種類一般有三種：官役、民役和義務──義務苦力如

無償改修道路等勞役。針對台東街附近馬蘭社蕃人所出的官、民役種類舉例，有

如下數種：（梶原通好 1924：92） 

 

官役：旅行、郵便、土地測量部、土木、農會、警務課、支廳、鐵道、台車、

雜役。 

民役：旅行、賀田組、太田組、街役場、公學校、轟旅館、製糖會社。 

 

在事情的種類或數量上，雖然苦力出役的時機各地不太一致，一般而言，

住在市街附近的蕃社較多。如馬蘭社7一個月平均苦力延攬人員五千接近六千，

花蓮港街的三蕃社，8汽船每天出帆入港，不得不從事海岸行李搬運，加上鐵道

                                                 
6 明治 37 年（1904）台東廳長森尾茂助因山地及原住民事務僅由總務課辦理，人員過少無法勝

任，而散落各地之警察官吏派出所處理之事務亦大多與原住民有關，故將此事務改由警察課主

管，統一事務嚴格監督，進而撫育深山之原住民及規劃開發，將此事物交由警察課主管。當時台

東廳情況本與他廳不同，他廳已由警察課處理原住民事務，只台東廳由總務課掌理山地與原住民

事務，在主張綏撫為主之相良長綱廳長因病過世，第二任廳長森尾茂助即改變政策，也與當時台

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民政長官之蕃務政策轉趨嚴厲有關，當時西部剿匪（漢人抵抗）將完成，

正逐步要展開山地理蕃計畫。 
7「……，唯卑南新街馬蘭坳台東廳為繁盛之區，蓋船舶出入處也。」馬蘭社即位於此區，為北

上花蓮港廳南下恆春支廳重要交通要點。（台灣日日新報 1905.7.12：第 2 版） 
8 案：該文未明示此指哪三社？就花蓮港街之當地情形而言，此三社應為荳蘭社、薄薄社、歸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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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道路開鑿等情況，一個月苦力延攬人員五千最多到八千人，蕃界警備未至

之處，蕃社的年輕人也需要幫忙執行勤務。如此一戶一個月出役日數，少則十日

至十五日，多則二十日，於是東台灣兩廳延攬苦力出役一年達九十萬以上，且並

非都在農閒時期，即使農忙時期，只要明天有苦力出役，蕃人甚至從一兩里外的

耕地小屋被叫回來出役。職是之故，阿美族重要抗日事件多與勞動力之利用有

關，如明治 41 年（1908）七腳川與明治 44 年（1911）成廣澳事件。關於成廣澳

頭目反抗密議有如下記錄： 

 

若吾等甘為官命，然出役日不足維生，且銀貨一人一日難以餬口，尙

要扣除一部份作為郵便儲金，過去強制繳出銃器，今又驅使吾等疲於

奔命，皆是無法忍受之處，在早栗收穫後，一舉將日本人驅逐，以解

決長期之苦，而作此決議。（淺野義雄 1933：1） 

 

從記錄裡，我們可以看出原住民對出役制度的不滿，是因已危及生存而不

得不反抗。當時雖有此密議，但尚未有具體的行動計畫。並要馬蘭社頭目 Kolas 

Mahengheng 告誡都歷社與麻荖漏社頭目不可以抗官，兩社頭目則抱怨：「今花蓮

港廳下有鋪設鐵道之工作，我社亦有壯丁受命出役，二、三十天無法回家，以致

於家事荒廢。」雖如此依然向 Kolas Mahengheng 保證不會參與其事。 

 

翌日（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十一點，巡查福間彥四郎召集管內各社頭

目，其間巡查福間彥四郎責其道路修理一事，都歷社頭目憤而抗言，

惡語以對，福間怒擊其頭，其他頭目共同將福間抓住，牽至屋外殺之，

麻荖漏社聞知響應。（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21：243） 

 

可知原住民對以警察控制部落強制原住民義務出役，積怨已深。25 日下午

消息傳至台東廳，但因電話線路不通（已在原住民佔領派出所與學校時即被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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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且豪雨造成卑南溪大漲而無法馳援。29 日起日警分南北兩路進攻，北路南

下先至柑仔山溪，擊斃三名阿美族人，8 月 1 日突入馬荖漏社，但已不見一人，

南路則砲擊都歷社，但均未能使二社屈服（孟祥瀚 1998：9）。而派馬蘭社頭目

Kulas Mahengheng 以廳參事之名前往勸服，提出：「反抗蕃首魁及主謀者，一社

約有六七名，此等願將廢銃後加以改造之銃器全部提出，並在大馬武窟迎接北進

隊以表誠意。」（台灣日日新報 1911.8.8：1 版） 

 

在此馬蘭社頭目 Kolas Mahengheng 的角色顯得相當爭議，一方面協助日方

平息反抗事件，另一方也儘量讓事件早日落幕，維持和平。其實日人對馬蘭社頭

目 Kolas Mahengheng 一直無法放心，明治 41 年（1908）七腳川事件後，即立刻

注意馬蘭社的反應： 

 

就七腳川的反抗事件，需要多加留意台東平埔蕃的感受……這次將歸

順蕃等移住至大埔原野，附近蕃人為其搬運材料、建築家屋，因同在

一地，實際見到收容蕃人的慘狀，初聞知歸順蕃人反抗當時的情況及

討伐的慘況……特別是馬蘭社與七腳川蕃同屬阿眉種屬，實見如斯慘

況，多少會寄予同情……（台灣日日新報 1909.3.2：2 版） 

 

馬蘭社為台東平原之大社，且在頭目 Kulas Mahengheng 領導下於雷公火之

役展現實力，使得日人一直對馬蘭社有所顧忌。在成廣澳事件之同年 2 月馬蘭社

對強制交出銃器一事，其實已先飽受日軍砲火攻擊：「二月一日砲擊後，馬蘭社

勢力範圍內各社蕃人約二百名。赴本部哀請謂我等銃器已全提出，何堪此慘擊，

官因諭以任召不至，故怒擊之，以後應報明不隱匿。」（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1911.2.4：2 版）並發現馬蘭社藏有四門大砲：「台東廳馬蘭社蕃人曾從清國政府

當時占有大砲四門，密藏起來。」（台灣日日新報 1911.2.16：2 版）並命其頭目

繳出。於是馬蘭社在日人謹慎監督下，先去其武器，並對其隱匿銃器一事施以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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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砲擊，讓一向重農，喜好穩定平和的馬蘭社頭目 Kulas Mahengheng，選擇以傷

害最少的方式處理日方與同阿美族部落的紛爭。 

 

當時正值明治 43 年（1910）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第二次理蕃五年計畫時期，

泰雅族聯合抗日運動興起，因為日方深恐泰雅族抗日運動波及全台「蕃地」，而

引發不可收拾的全台「蕃人」聯合共同抗日（藤井志津枝 2001：252）。因此對

此事件只採低調處理。9 

 

從昭和 8 年（1933）台東廳警務課長淺野義雄在〈東台灣の勞力問題と警察〉

一文：「在地廣人稀的東台灣，以現在的實情，各種開發尚須待彼等勞力。」雖有

人提出質疑其出役制度之合理性，然淺野義雄依然從教化之觀點駁斥質疑：「警

察強制蕃人出役不盡強制之理，從理蕃上的見地而言實為指導啟發。」並再度提

出以警察強制出役之必要性： 

 

然雖說平地蕃人已獲良好開發，但也只是程度問題，無論在精神上或

物質上，到底不可等同內地人或本島人。勞力供出一事因受警察長期

間之指導訓練，心中自有不少喜悅，自覺經濟生活漸導入軌道，今日

實際只是過渡期，實有其必要將彼等勞力供出與警察關連在一起。（淺

野義雄 1933：1-2） 

 

並要質疑者體諒警察之用心：「東台灣開發漸待就緒，昭和 8 年花蓮港築港、

鐵道改修、各所道路改修、卑南溪架橋、卑南大圳、大武道路開鑿等等理蕃諸措

施，尚須蕃人勞力供出，吾人為當務者，盼請各位大方諒解。」（淺野義雄 1933：

                                                 
9 就當地田野採訪：雖不殺害反抗的部落人士，但仍執意懲罰為首的部落頭目，將他們吊在竹竿

上，再砍斷竹子，任部落頭目掉落摔傷，當年馬荖漏社頭目塔那木.力稿，就因此重傷致死。2007
年成功鎮公所配合清明掃墓祭祖，成功鎮頭目組織，五日在鎮上原住民文物館的頭目組織聚會

所，紀念追思 1911 年發生的事件（中國時報 2007.4.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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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隨著時空流轉，昭和 8 年（1933）開始有質疑警察強制役使原住民勞動之

聲音，但從台東廳警務課長淺野義雄之解釋，可知需靠著警察力量的強力介入，

才得以以原住民廉價勞力完成台東廳重大工程建設。 

 

另除地方之公共建設，馬蘭社蕃人也必須協助內地農業移民之蔗園工作。梶

原通好〈東部台灣に於ける內地人移民村〉可得知大略情況，此文為梶原通好實

際至旭村之紀錄，堪稱第一手觀察資料。將當時蕃人協助蔗作情況簡述如下： 

 

台東製糖會社在台東廳設立的旭村，旭村則具兩點優點：一是近台東

街，二是蕃人勞動力的取得容易。……而甘蔗栽培的勞力則全部仰賴

蕃人，因此旭村農業的特點即為蕃人勞力使用。以旭村全體使役蕃人

苦力數，最少一個月算二百人、收割期則達二千五百人，蕃人苦力實

則為旭村所以存續的原因（梶原通好 1925：10）。 
 

此敘述說明蕃人勞動力之使用，對當時移民村之助益，10旭村正位於馬蘭社

旁，其蕃人勞動力來源自然多半來自馬蘭社（馬蘭公學校常幫忙收割）。所以台

東平原之建設發展，包含官役、民役，大量使用到馬蘭社阿美族人之勞動力。如

藤井所說：「東部溫順的『平地番』，從此被驅趕到出賣廉價勞力的市場，這種利

用『蕃人』勞力去開拓東部的計畫，也是台灣總督府為掠奪殖民地財富，而事先

加以設計安排。」（藤井志津枝 2001：264）是否是事先之設計安排尚有商榷，

然利用「平地蕃」開拓東部卻是不爭事實。這對重農之阿美族人帶來恰如早期西

部的「熟番」一般，令其到處奔波，以致「欲耕不能、欲種不得」的痛苦。11（施

                                                 
10並非所有內地人移民村都能利用到蕃人勞動力，台東廳鹿野移民村情況即大不同，相關內容可
參考梶原通好〈東部台灣に於ける內地人移民村〉或郭祐慈〈文學與歷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
村》之文學史定位〉。 
11其狀況與清代西部平原平埔族很類似，如施添福對岸裡地域的研究：「自歸化以來，巴則海族

就一直缺乏一個可以力農安居的客觀環境。」並以乾隆四十七年（1782）岸裡社通事潘明慈所說

的話為例證：「田園把守者此番，耕鑿者此番，即策應公務者此番，奔走靡寧，田園不無荒蕪。」

施添福，〈清代台灣岸裡地域的族群轉換〉，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論文集》，1995 年，

頁 3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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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福 1995：321-331） 

 

第三節 農業移民拓墾：內地人與本島人的引入 

 

東部在日本領台當時，在人口稀疏及荒地頗眾的誘因下，促使總督府一直希

望將東部保留作為日本內地移民的生活空間。結果，總督府為了取得執行移住政

策的「集團地」（大面積的土地），首先必須針對原住民土地利用方式進行限制，

明確劃定其土地區域範圍，藉以取得剩餘廣大原野土地之支配權。台東製糖會社

的設立，與總督府開發東部資源，招募內地人移民的想法相呼應，自始即負有開

發東部台灣的使命。清楚的說：總督府早有一張開發東部台灣的藍圖，土地整理

不過是遂行此計畫的第一步。 

 

明治 28 年（1895）水野遵民政局長向總督所提行政計畫書指出：移住日人

來台開發並經營台灣利源，係總督府施政的急務之一，而且這項移民興利事業，

應由大企業以企業化的方法加以經營，以快速地達到目的；同時，大量的日人移

住台灣後，可使台、日人口比例差距減小，而有助於日人統治，並可消弭日台種

族上的隔閡，達到同化的目的，再者，台灣位處副熱帶，藉著日籍農民在台墾殖

的經驗，也有助於日本產業向南洋的擴展（陳錦棠編譯 1968：143）。此一移住

的殖民政策，最根本問題是開拓東部台灣的富源，大正 8 年（1919）《總督府官

營移民事業報告書》提出移植日本內地農民必要的四點理由：1.本島統治上的必

要。2.有助日本民族將來向熱帶地區的發展。3.調節母國人口過剩及母國過度小

農的弊害。4.國防上及同化上的必要（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9：16-20）。後來台

灣的經濟結構，不論是「平地」或「蕃地」，都被套入「原料採取區域制度」的

範疇，為糖業和樟腦業的發展，成為原料供應的生產地（藤井志津枝 2001：284）。

東部台灣因有許多未墾地，且人口稀少，成為東鄉實《台灣農業殖民論》理想日

本母國農民之移居地，東鄉實說明：以農民移殖目的與移民選擇而言，移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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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兩種：1.母國的農民 2.本島的農民；移殖的目的也有兩個 1.經濟的目的 2.

政治的目的。從經濟上來考量，本島農民較母國農民更具優勢之處為：1.本島人

適應台灣的氣候，2.本島人熟練台灣特有的農業 3.移民費用較節約。但開拓東部

台灣並不單純只是經濟問題，而是具有實際的政治目的，主要可歸為兩點：1.

調和台灣統治上移住的殖民政策 2.試驗是否合適熱帶殖民地之農業移殖。並點出

日本殖民將排除世界資本殖民地之「不在主義」，而以推展民族勢力為台灣統治

的一大要義。基於此台灣東部 1.以台灣的一部份劃出特別天地，形成純然日本民

族的國家社會。2.防備台灣人有民族自覺，始能永久領有台灣。3.獲得熱帶發展

的策源地。東部台灣必要開始移殖母國的農民，東部台灣的開拓也必要母國農民

移植。（東鄉實 1914：426-434）顯示日本以政治因素排除台灣本島人，並有計畫

從日本招募農民開拓台灣東部地區。 

 

明治 42 年（1909），在殖產局林務課主事下，從事台東、花蓮港兩廳移民事

業梗概與林野調查，積極展開移民事業，明治 44（1911）年發生成廣澳事件阿

美族人因不滿日人而襲殺巡查事件，12消息傳出台東街內民情洶洶（孟祥翰、王

河盛 2003：105-108）。使原擬「取入」部分馬蘭社阿美族之「無斷開墾地」，做

為移民收容用地的計畫，不得不暫時中止，日本官方於是全力投注於花蓮港廳內

的移民事業（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 1935：230）。先後設立吉野、豐田與林

田三移民村，針對官營移民收容豫定地及收容地面積、收容地設備概要、移民背

景的調查與其借貸和攜帶資金都有詳細調查。基礎設施包括機關、建築與土工三

部分，機關計有移民指導所、醫療所、小學校、警察官吏派出所，建築則有神社、

布教所、移民小舍、指導所附屬建築物、野獸防禦鐵線欄。土工則包括道路、輕

便鐵道、灌溉水路、排水路、水道、水井等（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4）。詳細的

調查、謹慎的規劃，都顯示官方為確保移民事業成功的盼望，呼應日本東台灣內

地人移民的政治目的，使東台灣能成為移民事業的模範，遂行民族勢力統治台灣

                                                 
12 本事件日本官方稱為成廣澳事件，但當地阿美族稱為麻荖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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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義。 

 

但花蓮港廳在大正 6 年（1917）決議中斷此移民事業，《台灣總督府官營移

民事業報告書》所提中斷理由，認為東台灣拓殖有急速的進步，既設移民村已整

理完成，符合當初的期待因而終止13（井出季和太 2003：572），但花蓮港廳移

民事業終止後，卻將移民計畫重心轉移至台東廳境內，改採取私人企業經營的方

式，14台東製糖會社於大正元年（1912）設立，會社為求原料供應，亦希望就原

官營移民豫定地招募移民開墾種蔗，該年 11 月至翌年 4 月間，因會社常務董事

丸田氏之中介，自其家鄉新瀉縣招募因冬季積雪無法耕作之農民，為短期季節性

移民共 223 名（含木工、泥水匠 10 名），在契約下從事開墾與栽植甘蔗的工作（後

山文化工作群 1997：4），大正五年（1916）開始在短期移民中招募永住者，開

墾旭村與鹿野村。 

 

一、內地人私營移民村：旭村15 

 

旭村位於卑南街西南方 4.5 公里處，為馬蘭社所稱マタン（Matang）原野的

一部份，曾為官營移民豫定地，原官營移民適地調查時，旭村原野（原稱呂家原

野）面積 2,460.8400 甲，除河川砂礫地外，耕地幾為馬蘭社人所有；製糖會社在

決定繼承總督府之移民事業時，即藉台東廳為中介，以開墾補償費三萬圓向馬蘭

社收買其中約三百甲土地（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 1935：304）。看似合理之

                                                 
13井出季和太提及中止官辦移民的理由：（一）東部台灣之拓殖，已見快速進步，無須以官辦計
劃開拓土地，招募移民。（二）既設移民村有健全之發達，以此示範，而由官方與以適當之保護
獎勵，則改歸民營，亦可望移民事業之成功。 
14花蓮的移民村確實已達到示範「母國」文化的作用，它不見得是矛盾或失敗。某一政策在花蓮

告終，而以另一種形式在台東展開，也不見得是因以「政治目的」為理想之移民村政策，最後卻

不得不將其委託給以「經濟目的」為考量之台東製糖會社。或許因為在 1915 年之前，因為太魯

閣事件未落幕，花蓮地區的投資呈現相對的不穩定性，但在 1916 年之後，則無此一問題，故當

第二波的移民事業展開時，國家力量的支持已非必要。 
15 旭村位於台東平原最重要的樞紐位置，西隔呂家（利嘉）平野，遙望中央山脈，東面渺茫之

太平洋，火燒島（綠島）近如呼喊可聞，紅頭嶼（蘭嶼）浮於絕海雲煙，每朝旭日昇起之風景映

入眼簾，蓋有「旭村」之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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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買，卻從連溫卿（1958：23-24）文章可看出殖民的另一種掠奪： 

 

台東製糖株式會社曾於一九二七年十二月中在台東廳瑪蘭社派出所召

集山地人令其承諾贌耕，強逼蓋印，這強制蓋印繼續連續四日，由此

可以說，強制蓋印就是與強制買收並無二致。這是『蕃地之開發』，『讓

蕃人之授產』的切切實實真相。其結果瑪蘭社耕地三分之二已變成蔗

作。但一九二八年之甘蔗收買價格大約三圓，若以此和西部台灣之收

買價格相較一下，也不過達到其半而已。……接著資本家便透過政治

過程，代替土地所有權獲得了贌耕權。 

 

並於大正 7 年 2 月獲得豫約出售（賣渡）許可，而後繳納地價（地代金）六

百一十三圓，成為社有地。16大正 5 年（1916），部分新瀉縣短期移民分派17（田

代豐 1942.7：115）至旭村從事開墾及土地區劃等工作；大正 6 年度於トトオ

（totoo）海邊建設 30 戶移民家屋，並開始招募永住移民，得 24 戶、76 人，大

正 8 年（1919）時增為 37 戶，124 人；8 月颱風侵襲後，移民家屋全部倒壞，移

民戶數亦漸減，翌年開始在離岸較遠處，及豐里（地號 881,882,885），另建新的

移民住宅用地，以每戶面積一分為原則，形成路村的集村型態，並增築 20 戶移

民家屋（鄭全玄 2002：61）。 

 

小原一策（1923.8：31-32）的記載可顯現至大正 12 年旭村當時狀況： 

 

總面積三百六甲，耕地面積二百四十二甲，若將來之灌溉計畫實現，

現今之畑地全部都將變成良田，前面面海後負遠山，冬暖夏涼，從台

東街經知本通大武支廳之道路通過此村，台東製糖會社之專用鐵道也

                                                 
16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卷 大正八年永久保存第 20 卷：十，台東製糖株式會社豫約開墾地成功賣

渡願許可ノ件。 
17 是先至鹿野村，再從鹿野村分派而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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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耕地中央，並連接知本線卑南工廠及官線馬蘭驛。 

 

當時之旭村已完成蔗作農場的型態，交通便捷，糖業專用鐵道鋪設完成，已

將原料區與工廠結合。「戶數二十九戶人口百十四人，開設以來漸次堅實發達，

為廳下移民村之模範。」(小原一策 1923.8：32）以當時一戶讓渡地一甲五分、

永小作地兩甲之型態其土地利用標準如下： 

                                                  一甲新植   

                                 兩甲每年蔗作-- 

                    三甲蔗作地                    一甲株出 

一戶佃地三甲五分                 一甲休閒--（綠肥栽培）     

                     五分雜作地 

                                

因甘蔗無法永久連作，勢必要採取輪作，多以三年兩次輪作為主。其主要作

物生產情況： 

 

表 17：旭村輪作物概況 

作物 一甲收穫量 單價(円) 每甲收益(円) 備註 

蔬菜   300~500 
一甲收穫高，但實際上一戶不

可能栽培五分地以上。 
甘蔗 52,985 斤 4.35/千斤 230.48  
蕃薯 15,000 斤 1.00/百斤 150 自家用以外，無販賣通路。

落花生 15 石(連殼) 7.00/石 105  
陸稻 15 俵 4.50/俵 67.5 豐年凶年差異甚大 
大豆 12 俵 5/俵 60  
粟 5 石(每石 6 斗計) 10.00/石 50 自家用以外，無販賣通路。

資料來源：據小原一策，〈台東廳下旭村の將來〉，頁 32 的記載改繪。 

 

從上述表格觀察，甘蔗為其主要經濟來源，而陸稻、甘薯、粟為其食糧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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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則可補貼家用，然礙於需種植甘蔗，蔬菜雖價格高，收穫不錯，一戶卻無法

栽種五分以上，（因此靠蔬菜補貼最多 150~250 円）。就如梶原通好（1925：10）

所描述： 

 

同樣屬於台東製糖會社在台東廳設立的旭村，旭村則具兩點優點：一

是近台東街，二是蕃人勞動力的取得。舉一實例：一家族六人擁有六

甲二分地，四甲種甘蔗、二分五厘種甘藷、二分栽培蔬菜，剩下的作

休閒用，甘蔗的收入可以用來支付食料和賃銀，甘藷全部拿來當食料，

蔬菜賣了可以做衣服費或教育費，償還雜費，使役牛兩頭，也養雞，

如不是勞力不足不然應該也可以養猪。 

 

若以農家生計費計算，兩位勞動者、兩位幫手共計四人，一個月需 28 圓，

因此一年所要費用三百三十六圓，以這樣一戶蔗作農家一甲需生產六萬斤上才能

生存。依大正 12 年期旭村一甲甘蔗收穫量調查： 

 

表 18：旭村一甲甘蔗收穫量 

一甲收穫

區分 

60,000 斤

以上 

50,000

斤以上

60,000

斤未滿 

45,000

斤以上

50,000

斤未滿 

40,000

斤以上

45,000 

斤未滿

35,000

斤以上

40,000

斤未滿

30,000

斤以上

35,000

斤未滿

25,000

斤以上

30,000

斤未滿 

20,000

斤以上

25,000

斤未滿 

計 

收穫量

（斤） 
2.138965 948,146 533,969 520,695 149,076 92,764 39,666 21,060 4444,341 

百分比％ 48.14 21.33 12.01 11.72 3.35 2.09 0.89 0.47 100.00 

備考：總平均一甲 52.985 斤（資料來源：小原一策，〈台東廳下旭村の將來〉（二），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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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接近一半達到一戶蔗作一甲需六萬斤的標準，根據大正 11 年之同樣調

查，更只有 39.29％達到六萬斤的水準。然當時旭村已是台東廳下移民村之模範

了，可推知其他移民村生活水準益加困難。18 

 

昭和 17 年總督府技師田代豐奉命至東台灣製糖工場調查出差，五月初至台

東後的翌日，即驅車前往台東製糖會社本社，台東平原僅 460 甲的水田，已因卑

南埤圳的開通，化為 2000 甲的熟田（田代豐 1942.7：114）。午後田代豐來到

旭村，有一段話饒富趣味：「途中所見大部分豐饒水田，皆所謂高砂族所有地，

把最優良的地給予彼等，高砂族人們該如何感激國家給予的絕大恩惠呢？」雖然

這是殖民統治之觀點，同時證明旭村所在的台東平原之水田，多為高砂族所有，

嚴格來說，為馬蘭阿美族所有，再度顯示馬蘭阿美族對水稻耕作的熟悉。而昭和

17 年所見到的旭村部分描述如下： 

 

現在二十五戶農耕地三三○甲之純然內地人部落。昭和十一年卑南圳

開通，已見飛躍之發達情況，開發出與高砂族所有水田同樣的水田，

過去二十七年間滲血的移民史，正可給與今日大東亞建設深刻的教

訓。現在旭村三三○甲之台東製糖社有地，確立三年農區制度，每年

耕作米三十原料甘蔗九十甲（計入苗圃有 110 甲）。（田代豐 1942.7：

114） 

 

此時旭村內地農民終於有水田可種植稻米，糧食也漸可自足。雖然旭村是較

成功的內地人移民村範例，但移民生活真正步入佳境，也是隨著大莖種甘蔗栽

種，乃至卑南圳改修後才開始，此時不僅甘蔗生產力大增，食米也能自足，昔日

                                                 
18 可參考郭祐慈，〈文學與歷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文學史地位〉一文。其中有對另一

個移民村鹿野村之情況有較詳盡的描述。郭祐慈 2006 文學與歷史：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之

文學史定位。台灣風物第 56 卷第 3 期：10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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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借的開墾、農具資金，漸漸償還完畢。旭村移民於昭和 18 年（1943）六月，

正式獲得契約承諾讓與（讓渡）地所有權（鄭全玄 2002：63）。 

 

在製糖會社為確保原料供應無缺的情況下，旭村移民始終只能以甘蔗為主

要作物，移民與會社間是一種佃農與地主關係，於是旭村成為製糖會社所屬的大

型蔗作農場。金澤吉次郎提出私營移民村失敗原因之一，就是農業經營方法拙

劣：企業家和會社的經營是以利潤為本意，特別是製糖會社關係的移民，在製糖

原料政策上強制要求蔗作耕作，而不考慮米飯的自給、副業等關係，移民的收入

偏向一方，且原料收買價格由會社一方決定，移民身置於極不利的位置（金澤吉

次郎 1933.7：12-13）。19 

 

此種地主與佃農關係，也是前述當時實際負責移民事業的東鄉實所反

對的情況。就連情況較好的旭村也經歷過一番艱辛，田代豐紀錄旭村

指導者田村孝一郎的心情：從白雪丈餘之越後，田村氏一行貧農，抱

著一攫千金的決心來到山海千里之遙的台灣，已是 27 年前（距田代豐

調查前）的夏天 8 月，然而迎接這一群人之鹿野村實為瘴癘地、蕃界

的瘠薄地，且也是瘧疾的產地，在得不到會社指導之後援，出現一群

發出不平悲鳴的反抗者，會社因無法止其反抗，於是將這群不平份子

分離出來，即為現在的旭村。旭村位於卑南平原一端，在卑南埤圳開

通前，其土地為一高台，且因瘠薄，農作物幾無收穫，而相鄰之高砂

族熟田卻每年豐作。母國人移民食無米，其居住甚至較蕃屋低劣，不

過能遮蔽雨露……大正 10 年、11 年、12 年更跌落貧困谷底。（田代豐 

1942：116） 

 

這段話顯示：當時日本農業移民其實非常貧困，在製糖會社契約下，無法栽

                                                 
19其共條列七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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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稻米自足，反而羨慕同在台東平原上之原住民，每年都見其水田豐收，甚至連

居住的屋子都不如他們當時所謂的「蕃人」。 

 

旭村其實就如同日本農村一般，自治性頗強，村內設有青年會、處女會，

每月由青年會館召開村民大會，遇年節在會館中辦理摔角競賽；平日有號音催促

早起，前赴神社參拜後才各赴田間工作；農事常採換工方式（稱為「共同」）協

力完成，村內設有水井、公共浴室，由每一戶輪流燒煮熱水供傍晚下工之村民洗

浴；移民村生活有著濃厚的日本農村風味（鄭全玄 2002：63）。村中之青年會

館，是青年們合力建設，利用至田裡工作前或從田回來之數小時，於大正十一年

完成（當年正是村子陷入貧困谷底之時），村中一切行事集會到結婚，此會館都

發揮重要功能，也可見其自治與獨立性，旭村居民極少與平原上其他民族互動，

自成一聚落。田村氏甚至說：「禁止村內青年男女離村結婚，無論彼此嫌棄也好、

喜歡也好，共同生活在一起最終也能使他們結婚。」（田代豐 1942.7：117）因

此旭村自成一孤立的村落。 

 

二、本島人移民聚落 

 

台東平原之本島人移民聚落，也是為糖業發展而來到。大正 9 年（1920）前

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好景氣的影響，帶來糖業界異常的盛況，糖價突破五十圓

之勢，事業界、金融界的好況，也使得銀行業者20（涂照彥 1993：43-44）對台

東製糖會社供給相關事業基金與融通資金。然大正 9 年中頃之世界經濟恐慌，隨

之資金借貸出現問題，使得製品受到債權者之處分，造成一時所有開拓事業中

絕，移民離散，製糖作業呈現全無方針的狀態（赤木猛市 1931：32-33）。 

                                                 
20 主要為台灣銀行。台灣銀行在明治 32 年（1899）創設，當初即將其大部分運轉資金用於向政

府貸款及認購公債，當時台灣銀行也進行貨幣和金融制度整頓。其目的之一在於：使新領土（台

灣）的人民能理解金融機構的可性信，且逐漸為我國人（日本人）在台灣辦理事業給予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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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製糖會社危機迫在眉睫，亦對台東廳治理造成莫大影響，台灣總督府無

法坐視，於是調查會社內容且與債權者協議，而決定下列方針： 

 

1.從製糖會社新分出資本金五十萬圓之台東開拓株式會社，專任移民開拓事業。 

2.新開拓會社繼承舊有製糖會社資金所經營之移民事業設施、所有地、許可地

之權利義務，一併繼承固定負債二百萬圓。 

3.開拓會社除供給製糖會社原料目的之上述有關事業外，也得經營水利、林業、

纖維、畜產、電氣、鐵道及船舶、運輸等各種事業，其中以水利灌溉事業為

主。 

4.總督府從來對移民家屋、藥價、開墾費補助外，甚對灌溉設施也有半額以內

的補助，且撤廢只補助內地人移民的條件，將不區分本島人內地人皆與協助。

（同上引：33-34） 

 

這正是台東本島人移民進入台東平原之背景，台東製糖會社為顧及本身利

益，也無法僅照顧東鄉實當初政治上的理想：要在東台灣建立純粹母國農村的新

天地。在台灣銀行接掌台東製糖會社社務後，大正 13 年（1924）一月，由重森

確太擔任理事，全力改革社務，力求確保原料之供應。 

 

大正 13 年（1924）21，原籍台南州北門郡學甲庄的王登科抵台東平原。從上

述方針第五項，也可見製糖會社開始對本島人提供移民之協助。王登科乃透過友

人介紹，與之合作，在卑南社附近，以 5 年為期，向原住民承租土地，成立王農

場（昭和 15 年改為國本農場），由王屋等人在故鄉雇工，招徠本島人移民從事甘

                                                 
21 大正十二年（1923）時年二十七歲的王登科，隻身走南迴小路至台東，先在台南人林全福設

在都巒之糖廓工作。與鄭全玄所指時間差一年。（趙川明 200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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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栽種（同上引：157）。於《企業的農業經營調查》22（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3：

1）之農場沿革描述： 

 

大正十三年（1924）從台南州移住，簽訂五年契約，借入畑地十甲餘，

主要經營甘蔗栽種。創立以來，以購入或借入土地等方式，逐漸擴張

經營面積，並更新蔗苗、栽培綠肥，漸次改良努力增產，益發有利。」

（同上引：427-429） 

 

如表 19，昭和 4 年（1929）之調查顯示： 

 

表 19：台東王農場的勞力分配 

農業勞動者 
類別 

農場

管理

者 

農業

技術

者 
男 女 小孩 小計 

合計 摘要 

經營

主及

家族 

（一）

人 
 二人   二人 二人 

常傭

人數 
 二人 

三七

人 
  

三七

人 

三九

人 

此外有

臨時勞

動者、也

有包工

者 

 

可以看出農場以王家為主，長期僱傭高達 39 人，還不包括臨時勞工與包工

者，可見從大正 13 年（1924）年至昭和 4 年（1929）年五年間農場擴張很快，

栽種作物除甘蔗外，輪作物也出現水稻。耕種計畫中有寫出昭和 2 年至 4 年的輪

作計畫： 

 

                                                 
22 本調查為昭和四年（1929）總督府殖產局所施行之調查，其目的針對台灣企業的農業經營做

調查，主要調查農業經營組織與經濟狀態。調查栽種水稻、茶、甘蔗、柑橘、芎蕉、鳳梨之企業，

水稻以十甲步以上（台東、花蓮港廳五甲步以上）、甘蔗二十甲步以上（台東、花蓮港廳十甲步

以上）之企業為主，王登科農場為調查報告書之 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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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王農場的輪作計畫 

年度 輪作物 
昭和二年 甘薯、烏豆、水稻、香蕉 
昭和三年 田菁、甘蔗、水稻（一期作）、鳳梨、香蕉 
昭和四年 田菁、甘蔗、鳳梨、香蕉 

 

卑南大圳竣工後，供水採三年農區制度，主要以甘蔗供水為主。23（李力庸 

2004：210） 但也表示農場的糧食得以部分自足。其經營面積如下： 

表 21：王農場土地的產權與使用概要 

類別 自作地 承贌地 出贌地 合計（甲）

田   兩期作田 
     單期 

作田  第一期 
 
           第二期 

－ 
 

9.8832 
 

－ 

－ 
 

68.1993 
 

－ 

－ 
 
 
 

－ 

－ 
 

78.0825 
 

－ 
畑   普通畑 
 
     園地 

48.8170 
 

－ 

77.8796 
 

－ 

 
 

－ 

126.6966 
 

－ 
其    山林 
他    原野 
      放牧地 
      魚塭 
      建築用地 

－ 
－ 
－ 
－ 

1.0855 

－ 
－ 
－ 
－ 
－ 

－ 
－ 
－ 
－ 
－ 

－ 
－ 
－ 
－ 

1.0855 

總計（甲） 59.7857 146.0789 － 205.8646 

     

其登錄於土地台帳之自作地約 60 甲，承贌地（借入土地）高達 146 甲，但

並無將土地出贌（借出）他人。其王氏兄弟名下擁有的耕地面積達 131.3722 甲。

24（鄭全玄 2002：72）依據我田野訪問資料25：初期招徠種蔗的西部移民（多為

                                                 
23 所謂「輪種制」是根據三年輪種法來配給水，以配水系統來統制米、甘蔗、雜糧三年輪種的

栽種分配量。輪作制度解決製糖會社為確保製糖原料而被迫提高甘蔗收購價格的高成本問題。 
24資料來源為王錦機先生所提供，昭和 8 年（1933）間王登科先生分家土地目錄。自台東東台灣

研究會資料室取得其影本。 
25 根據卑南里陳後壁先生之報導。1910 年出生，9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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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州北門郡學甲庄、曾文郡麻豆庄），這些移民初至台東或於王氏農場當雇農，

或向原住民贌借耕地，但一開始無論經營面積大小，都必須以王登科之名，與會

社訂立蔗作契約，收成時王氏得自每一萬斤產量中抽取三圓。王氏儼然成為西部

本島人移民與台東製糖會社間之代理人，並且將王氏當成資金的融通對象，昭和

8 年時登記於王氏之耕作資金出借（貸付）目錄的移民，即有 79 位，貸出金額

47939.77 圓。26（同上引：72）金額從 2613 圓至 5 圓都有。 

 

涂照彥（1993：499）談論糖業金融提到：日本糖業資本為了奪取原料（即

甘蔗），1912 年開始採取了重要手段，積極的利用耕種資金、肥料費、蔗苗費等

蔗作預付貸款辦法，但蔗作金融中現代製糖公司的預借制度，並沒有把舊的農村

金融勢力去掉，其原因有兩點：第一，因為製糖公司把預借款提供給地主—佃農

關係的蔗農時，並不是要排除地主而直接借給畑耕人。耕種者名義是地主時，預

借款首先是對地主而進行的，如果地主不需要貸款，才借給佃耕人。第二，因為

製糖公司的預借款始終是作為獲取原料的手段，並不是要改善農家經濟的。也就

是說，王登科就如涂照彥所說的地主，王氏向製糖會社預借資金，王氏再將其轉

借給後至的西部移民，其關係如下： 

 

                         原住民業主 

                   （贌耕） 

學甲庄本島人移民                     製糖會社--（拂下27）--國庫  

                                                  內地人--（拂下）--國庫 

                                                  不在地業主 

                   （雇傭） 王氏（國本農場） （買賣） 原住民業主 

                                             （贌耕）--製糖會社--（拂下）--國庫   

                                                 
26資料來源為王錦機先生所提供，昭和八年（1933）間王氏之耕作資金借出目錄。自台東東台灣

研究會資料室取得其影本。 
27 國有土地撥給民間以取得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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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論贌耕或受雇王氏農場，還是要透過王登科與製糖會社定契約，這是

製糖公司為獲取原料的手段。只是涂照彥所說的在地地主，台東平原為原住民之

故，第一批且熟悉蔗作之本島人移民，就成為製糖會社的倚重對象，負起原料供

應的重任。而王登科一開始落腳的卑南也成為當時台南州移民最初的落腳點。台

東移民學甲庄的分佈，也由卑南向太平、檳榔、利嘉、知本、旭橋、利吉等地擴

散（趙川明 2001：158）。同時也發現其擴散之處，多半為卑南族之部落，其地

點也恰為適宜栽種甘蔗之土地。 

 

台東平原之西部移民，對移住地之訊息多半來自親戚或同鄉，因此同一地

點來的人，常有集中於某一村落的現象。形成如涂照彥所說「共同體庄堡組織」

（涂照彥 1993：369），呼應於內地人移民所形成之日本農村。 

影像 2-1：王登科宅（正）          2-2：王登科宅（側） 

 

 

 

 
 

 

圖片說明：昭和 16 年（1941）建於國本農場之王登科宅，現為台東縣重要古蹟之一。作者攝於 2007.3.1 

 

第四節 民族生業活動與卑南大圳 

 

在清末日治初，台東平原上只有少數山麓地帶有水田分佈，在缺水灌溉下的

各社原住民，其燒墾之耕作方式依然重要，但在劉銘傳清丈時所留下的《魚鱗圖

冊》中「番民」的村落周遭常有「水圳」的標示，可知至遲當時平原上的各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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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種程度的水利設施（林玉茹 1997：147-148）；台東平原土層淺薄、河床游

移不定，加上暴風氣候，對需要固定給水定耕稻作，實有栽種的困難，然平原上

阿美族人對土地的概念卻有堅強所有觀念，在取得土地移住、開墾許可後，依「先

佔」原則，歷數代之耕作而擁有土地的地主權，對承襲自祖先的土地，視之為唯

一財產，早期幾乎未見買賣情形（河野喜六 2000：192-196）。更有甚者馬蘭社

頭目 Kolas 等六名於明治 38 年曾協同森尾廳長、及卑南社頭目姑仔老等 5 名，

向總督府提出埤圳補助金申請，並將馬當圳（Matang）認定為公共埤圳。 

 

綜觀晚清後山的水利開發，由於受限於地理環境的阻隔，交通不便，再加上

政治環境的考量，故不論在開發時間上，或規模上，都不及西部地區，但原住民

在水利開發時所扮演的角色，卻營造出本區獨特性的風格28（陳鴻圖 2002：93）。

可見當時後山諸社，雖非不識農耕方式，但因為氣候、土壤等地理環境因素，使

農業發展程度有限。 

 

至日治時期，總督府把東台灣視為內地人移住地及甘蔗栽植區，後期因戰事

的需要並配合水稻增產，極力推行水稻種植。相較之下，西部地區官營移民村的

土地來源，主要為河川整治後的浮覆地，或是保安林解除地，而東部土地來源主

要是河床中的石礫地（同上引：103）。移民村及製糖會社是促進本區水利進一步

發達的主要原因，如台東平原卑南圳改修的水利工程進行，與日本移民村旭村的

水田化有關，甚至促成敷島村（即今台東市康樂里）的設立，即是以水利設施完

成後所得的灌溉土地，作為官營移民村的土地。 

 

一、卑南大圳的改修回顧 
                                                 
28案：台東平原在地形上為一河川沖積扇，具有以粗礫為主及扇面河床游移不定的特徵，當時水

利設施很難在此修築，且平原上素為原住民的主要居住地，外來移民也難以進入開墾，此與現今

台東縣之主要人口中心很不同，此景觀差異與隨後移民拓墾突破聚落、耕地限制，和日治時期國

家力量進入有關，大型水利設施才得以進入台東平原。花東縱谷北段的花蓮溪流域一帶，亦有類

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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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卑南大圳改修過程，渡邊甚藏〈卑南圳改修工事回顧錄〉（渡邊甚藏 

1936）一文有清楚紀錄，本節以此資料為討論基礎，如前述被認定為公共埤圳

Matang 圳、知本圳於明治 40 年竣工。大正 10 年台灣水利組合令公布，組織變

更為卑南水利組合經營處，竣工後水圳屢遭洪水蹂躪，導水路年年有遭埋沒的厄

運，最後僅能收成前期水稻，明治 44 年依埤圳統計也僅能灌溉二百甲面積，任

卑南大溪豐富水量放流（渴水時每秒約 20 立方米）。相關記事如下表： 

 

表 22：卑南圳改修工事相關年表 

時間 相關事項 
光緒 1 年(明治 8 年) 清廷侵墾解禁，新設卑南廳。 
光緒 3 年(明治 10 年) 設置招墾局，招墾民。 
明治 32 年 12 月 開鑿 matang 圳（包含馬蘭社頭目 kolas211 名） 
明治 38 年 1 月 16 日 被認定為卑南水圳公共埤圳，12 月 4 日起工。 
明治 40 年 2 月 12 日 卑南水圳竣工。 
大正 10 年 更改為卑南水利組合與組織。 
大正 13 年 提出申請改修台東製糖株式會社卑南圳。（不被認可） 
昭和 3 年 共同內定卑南圳改修案與新港漁港，未編至預算。 
昭和 7 年【米穀統制問題】 改修計畫以廳地方費編入昭和 8、9 年度預算。 
昭和 8 年 4 月 17 日 著手實施測量。 
昭和 8 年 5 月 3 日 於台東廳庶務課設置卑南埤圳工事係。 
昭和 8 年 9 月 4 日 認可卑南圳取水口及幹線第一區工事施行案。 
昭和 8 年 10 月 5 日 舉行卑南圳改修工事起工式。 
昭和 8 年 11 月 7 日 指令由國庫補助 749700 圓件為該工事費八成五。 

昭和 9 年 2 月 8 日 
伴隨卑南圳改修擴張卑南水圳組合區域件被認可。組合改修

費中受益土地關係者的負債額，認可依起債之借入金案。 
昭和 9 年 2 月 27 日 認可卑南圳幹線第二區工事施行案。 
昭和 9 年 3 月 4 日 開始灌溉卑南圳舊灌溉區域。 
昭和 9 年 3 月 19 日 許可對卑南水利組合流水佔用案。 
昭和 9 年 9 月 6 日 依暴風雨取水口水位及 45 米 45（增水 5 米 75）。（新紀錄）

昭和 9 年 11 月 22 日 認可施行卑南圳改修支線工事 
昭和 9 年 12 月 21 日 指令國庫補助 9 月 6 日暴風雨災害復舊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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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0 年 3 月 5 日 認可卑南圳改修分線工事施行案。 
昭和 10 年 8 月 24 日 因豪雨取入口增水及 6 米 25。（新紀錄） 

昭和 10 年 11 月 6 日 
認可卑南水利組合事業計畫（伴廳地方費改修工事）及其借

入金案。 
昭和 11 年 2 月 26 日 聽取國庫補助災後復舊費（10 年 8 月的部分） 
昭和 11 年 3 月 24 日 舉行卑南圳改修工事竣工式。 
昭和 11 年 3 月 31 日 卑南埤圳工事係廢止。 

資料來源：渡邊甚藏，〈卑南圳改修工事回顧錄〉，《台灣の水利》，1936 年 9 月。 

 

卑南埤圳之改修影響整個台東平原之經濟發展，就後藤北面〈卑南大圳の經

濟的價值〉一文所述：「台東廳開發上最為重要的一部份，為多年翹首盼望之卑

南大圳改修工事。」本工事之改修從市來廳長時代由台東製糖株式會社提出改修

申請，經齋藤廳長時期因不可能增發公債，而無法列入預算，兒玉廳長時，每有

重要地位的大官來台東廳，極力說此案，不久兒玉廳長轉往南洋廳，終於在本間

廳長時設置卑南埤圳工事係（後藤北面 1936.7：85-90）。卑南大圳之改修成為台

東廳歷任廳長極力爭取之地方建設，凸顯此圳對台東廳之影響，甚與南迴自動車

道開鑿與卑南大溪架橋同為廳下三大事業（渡邊甚藏 1936.9：98）。卻一直因為

經費問題而無法進行，渡邊甚藏說明當時情況：昭和 6 年左右因朝鮮與台灣各地

的產米，在量與質上都有顯著增進的結果，而喧囂討論米穀統治問題，還導致昭

和七年度國庫豫算的要求失敗，翌年也就是昭和 8 年度卻不尋常地獲得豫算。（同

上引：98）因東部情況與當時全國不同。。上野雄藏在大正 13 年時即已發現：「台

東廳並無如西部台灣蔗作和米作競爭的情況，同地水田於自給自足上佔重要地

位，削弱米作，與蔗作的進步毫不相涉（上野雄藏 1924：16）。」這突顯出水田

的增加對東部住民來說攸關生活自給的問題，也就是在重視經濟性作物甘蔗的同

時，因米糧不足，也不得不重視水田的開發。當時位於卑南水圳灌溉區域內之日

本農業移民村旭村，即經常面臨無米飯自足的窘境。 

 

當工事開始後，即經警務關係之手，從全台東廳透過一定統制，使原住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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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岀役（十日交替），如後藤北面所述：「因最感困難的即是勞力不足，廳下蕃人

總動員充之，為求供出勞力，警察官需盡絕大之力。」以警察力量強迫原住民每

十日輪替岀役，此情況於廳下公共建設上屢見不鮮，原住民勞動力的利用如前已

述，成為推動台東廳建設發展的重要因素，卻也造成廳內重農阿美族平地原住民

體力大量虛耗。 

 

總工費約 882,000 圓，國庫補助八成五，749,700 圓，剩餘一成 532,300 圓，

由組合員負擔（後藤北面 1936：87）。不同於其他地方人民負擔埤圳工事所採用

之抽取人頭稅的方式，台東廳以土地所有者（業主）所受土地面積及利益的程度

來負擔。但又無法讓關係者以豫先出資方法處理，因若讓全部關係者採前納之情

況則會有付不出費用的問題。所以在工事開始前，依稅務課備付的土地台帳及圖

面為基礎，調查灌溉區域內每筆土地灌溉適否及經濟情況，並做成灌溉區域內個

人別調查書，提供台東支廳作為未來出資的參考。因此原住民在卑南大圳改修工

事上，不僅提供所需勞力，完成後也必須負擔工事費用。 

 

二、灌溉區域所有者之變化 

 

以下分別探討不同的所有者及其改修後收益。卑南大圳改修前生產收益之

調查，其改修前所有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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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卑南大圳改修前相關土地所有者(單位：甲) 

農作 
所有人   

前期水 
稻作 

後期水 
稻作 

水稻甘蔗

輪作 
甘蔗連作 

甘蔗雜作

輪作 
合計 

台東製糖

會社 
＊38.0744 

8.7913 
— — 

229.3822 71.787800 348.0279 

台東開拓

會社 
＊33.5950 — — 11.0931 13.8875 58.5756 

其他法人 
＊142.2756 

5.8200 
— — — 

8.6339 156.7295 

蕃人 
＊388.9908 

77.9775 
94.0047 124.3947 86.4367 449.2572 1,221.0616 

本島人 
＊65.0594 

6.3163 
10.5137 0.0650 29.9190 90.8188 202.6922 

內地人 
＊4.5105 

0.0505 
— — 

3.1520 12.6119 20.3249 

＊舊區域 
資料來源：渡邊甚藏，〈卑南圳改修工事回顧錄（一）〉，p143。 

 
據現有資料顯示，1917-1919 年土地業主權查定時，漢人當時所擁有位於卑

南大圳灌溉區域之耕地面積如下： 
 
表 24：卑南大圳灌溉區域內漢人持有的耕地面積(單位：甲) 
地 段 名 田 園 合計 業主數 

台東 － － － － 
馬蘭 1.0760 0.9360 2.0120 4 
卑南 4.4980 9.3215 13.8195 9 
呂家 9.3750 15.9900 25.3650 9 
旭村 0 1.7850 1.7850 1 

合 計 14.9490 28.0325 42.9815 23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p54，表九重新處理。 

 

昭和 2 年（1927）依台東開拓株式會社關係土地及利用狀況，位於卑南大圳

灌溉區之土地面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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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卑南大圳灌溉區域內台東開拓株式會社關係土地及利用狀況(單位：甲) 

土地 已墾地 未墾地 

所有 位置 面積 田 園 建 宜墾（％） 不宜墾

旭村 328.6328 － 173.5500 5.9700
85.5193

（26.42） 
58.5935

社有地 

台東 4.9159 4.9159 － － － － 

預約賣渡

許可地 
卑南及

馬蘭 
67.2796 4.5000 39.3300 2.5000  20.9496

合計  400.8283      
資料來源：赤木猛市，《台灣に於ける母國人農葉植民》之表格重新處理，p202-204。 

 

從上述三表可知昭和 12 年調查，台東製糖會社與台東開拓會社面積相加為

406.6035 甲，與昭和二年台東開拓株式會社關係土地 400.8283 相差不多，對照

前述台東製糖會社從 1917 年至 1942 年土地獲得情況來看，此二會社在 1917 年

7 月 1 日至 1918 年 6 月 30 日土地業主權查定後，即有已開墾成功正申請放領之

卑南社與馬蘭社 28 餘甲、旭村 306 餘甲及 16 餘甲土地，至 1928 年 7 月 1 日至

1929 年 6 月 30 日又收購卑南區卑南旱地 1.9 甲，1934 年 7 月 1 日至 1935 年 6

月 30 日再收買卑南水田 56.9788 甲，恰好於昭和 9-10 年間，也就是卑南大圳改

修工程竣工前，獲得卑南大圳灌溉區內約 400 多甲之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島人之土地面積，於 1917-1919 年土地業主權查定時，所擁

有位於卑南大圳灌溉區域之耕地面積有 42.9815，然至卑南大圳改修前之調查，

所持有面積已達 202.6922，約增加五倍之譜。 

 

而蕃人所有面積主要集中於兩種耕地，一為前期水稻作田（388.9908），另

一為甘蔗雜作輪作地（449.2572）。位於此區域之原住民主要為卑南族與阿美族，

如第一章所述此二者在歷史過程裡發展出一種政治與經濟上分工的關係：「卑南

族」成為一種以武力拓展的統治階級，阿美族則在其保護下專營農耕。因此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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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之阿美族人所持之土地為適宜農耕之地，卑南族則多居住中央山脈及卑南丘

陵的山腳下，以利防備與狩獵。據此大膽推估：前期水稻作之土地多半屬於台東

平原阿美族所有，而甘蔗雜作輪作地應屬卑南族所有（前面也提及本島人所贌耕

種植甘蔗之土地，多與卑南族領域重疊）。 

 

三個民族間之消長，台東製糖會社與台東開拓會社於業主權查定後，透過

申請放領即已獲得卑南大圳改修工程竣工前大半土地，其後整個台東廳逐步拓展

為其原料採集區。本島人則是逐步蠶食於短短十幾年間，於台東平原土地即擴張

五倍，原住民所有土地透過看似合法的業主權查定及糖業獎勵政策，正快速縮減

其生活空間。 

 

三、改修前後之經濟調查 

改修前土地狀況及民有地與國有地之面積如下： 

表 26：卑南大圳改修前民有地與國有地的使用狀況(單位：甲) 

土 地 狀 態 民 有 地 國 有 地 合     計 

前期水稻作 771.4613 27.6066 799.0679 

後期水稻作 104.5184 17.0070 121.5254 

水稻甘蔗輪作 124.4597 － 124.4597 

甘蔗連作 359.9830 － 359.9830 

甘蔗雜作輪作 646.9893 83.3687 730.3580 

原野 － 568.9359 568.9359 

だぱらかう溪畔前

期水稻作 
－ 21.9680 21.9680 

 總   計 2007.4117 718.8862 2726.2979 

資料來源：渡邊甚藏，〈卑南圳改修工事回顧錄（一）〉之表格重新處理，p142。單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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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點區分改修後的土地改善、所佔面積與收益（將〈卑南圳改修工事回顧錄

（一）〉p147-150 八個表格重新整合）： 

 

表 27-1：卑南圳改修後土地增加的收益－馬蘭 

土地狀態 
改修後土地等

則之改變 

民有地面積

（甲） 

馬蘭所佔 

面積（％）

改修後生產純

益金(円/甲)

前後增加收益

(円/甲) 
增加之收益

前期水稻作 
田 12 則變田

11 則 
771.4613 233.9275 140.46 68.19 15951.51623

甘蔗連作 
畑 11 則變田

12 則 
359.983 9.0617 129.75 87.53 793.170601

甘蔗雜作 

輪作 

畑 13 則變田

12 則 
646.9893 31.782 122.75 91.9 2920.7658 

計      19665.45263

 

表 27-2：卑南圳改修後土地增加的收益－旭村 

土地狀態 
改修後土地等

則之改變 

民有地面積

（甲） 

旭村所佔 

面積（％）

改修後生產純

益金(円/甲)

前後增加收益

(円/甲) 
增加之收益

前期水稻作 
田 12 則變田

11 則 
771.4613 233.9275 128.27 67 15673.1425

後期水稻作  104.5184 104.5184 121.27 72.36 7562.95142

水稻甘蔗 

輪作 
 124.4579 124.4579 121.27 72.6 9035.64354

甘蔗連作 
畑 11 則變田

12 則 
359.983 338.1296 122.75 80.53 27229.5767

甘蔗雜作 

輪作 

畑 13 則變田

12 則 
646.9893 519.1052 110.39 110.39 57304.023 

合計      11680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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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3：卑南圳改修後土地增加的收益－卑南 

土地狀態 
改修後土地等

則之改變 

民有地面積

（甲） 

卑南所佔 

面積（％）

改修後生產純

益金(円/甲)

前後增加收益

(円/甲) 
增加之收益

前期水稻作 
田 12 則變

田 11 則 
771.4613 286.9916 140.46 68.19 19569.9572

甘蔗連作 
畑 11 則變

田 12 則 
359.983 12.7917 129.75 81.22 1038.94187

甘蔗雜作輪

作 

畑 13 則變

田 12 則 
646.9893 34.6801 122.75 91.94 3188.48839

合計      23797.3875

 

表 27-4：卑南圳改修後土地增加的收益－台東 

土地狀態 
改修後土地等

則之改變 

民有地面積

（甲） 

台東所佔 

面積（％）

改修後生產純

益金(円/甲)

前後增加收益

(円/甲) 
增加之收益

前期水稻作 
田 12 則變田

11 則 
771.4613 174.0032 140.46 68.19 11865.27821

甘蔗雜作 

輪作 

畑 13 則變田

12 則 
646.9893 18.912 110.39 91.9 1738.0128 

合計      13603.29101

 

表 27-5：卑南圳改修後土地增加的收益－呂家 

土地狀態 
改修後土地等

則之改變 

民有地面積

（甲） 

呂家所佔 

面積（％）

改修後生產純

益金(円/甲)

前後增加收益

(円/甲) 
增加之收益

甘蔗雜作輪

作 

畑 13 則變

田 12 則 
646.9893 42.5100 110.39 90.11 3830.5761 

合計      3830.5761 

 

從上述不同地點之變化，可知旭村受益最大，增加受益高達 116,805.337 圓，

次之為卑南 23,797.3875 圓，而後才是馬蘭 19,665.45263 圓、台東 13,603.29101，

呂家的獲利最少 3,830.5761。且旭村較其他地點的受益多出五倍之譜。雖然無法

清楚將地點與人群結合，然以當時台東平原人群分佈的情況，旭村為提供製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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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重要原料來源，內地人與本島人皆為甘蔗栽植而來，其贌耕地點也主要在較適

宜種蔗的卑南與旭村，馬蘭則為阿美族土地所在，多從事稻作。 

 

而卑南大圳此次的改修重要理由之一，即為改善旭村移民米飯無法自足的情

況，從經濟調查來看，確實已達到目的，雖整個工事的完成促進台東平原整體農

事的發展，最主要還是為穩定甘蔗原料的來源。 

 

第五節 小結 

 

一、傳統士族與力農地主 

 

日治時期整個台東平原乃至台東廳，都捲入世界糖業生產的競爭中，地廣

人稀之東部台灣為因應勞力不足問題，引入內地人與本島移民從事糖業生產，然

而甘蔗為經濟型作物，且在製糖會社與移民所訂的「移民收容」切約書中規定，

移民除了享有總督府以補助金方式提供的移民家屋、藥費、開墾補助費等保護措

施外，移民所經營土地之三分之二，應由會社一方決定其作物栽種類別。（赤木

猛市 1931：29-30） 

 

本島人則利用自會社借入的資金向原住民購買或承租耕地，用以種植甘

蔗。依田野調查訊息29顯示當時台東平原多半的米糧為馬蘭社阿美族人提供，他

們不喜種甘蔗，卻非常會種稻子，且特別強調是馬蘭社阿美族人而非卑南社人，

並清楚知道位現今卑南村（原卑南社）兩側原住民生業方式明顯不同，馬蘭社人

重農喜種稻，卑南社人卻多半到山上狩獵，並在山上種小米，然當時因水患不斷，

馬蘭社人也只得時常更換耕地，但種植作物依然多半以稻米為主。 

                                                 
29根據卑南里陳後壁先生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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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可以呼應台東平原之阿美族重農之特性，從馬蘭社要求補助埤圳之

舉，也能知道馬蘭社人充分瞭解水對水稻農業和提高土地生產力的重要性。而與

卑南社人相比較，馬蘭社阿美族人重農之形象相當明顯。 

 

如安倍明義曾提及：「一般卑南族受傳統武士生活的影響，且身軀倭小，然

可見其懶惰於農耕畜牧。……相對阿美族的保守，卑南族有極進步之處，也因此

同化得益加快速。」（安倍明義 1936.11：46）這段話說明卑南族並不喜農耕畜

牧，與馬蘭社阿美族喜愛農耕的特性不同，此區別不僅田野耆老感受得出來，日

治時期當地的官職人員也很清楚，同文安倍氏還點出馬蘭阿美族的保守性格：也

正是農耕民族另一個特點。 

 

相較於甘蔗以資本主義經營的方式（張漢裕 1953：1）30，對農家而言，尤

其是稻作農家具有下面特色：「第一、他們不是利潤經濟，而是慾望滿足的經濟。

其經營的目的毫無疑問地在於家族的扶養，在於一家生活的維持。生產雖然大半

是市場生產，但是最後的目標並不為著賺錢而是為著糊口。產品大半是拿出來出

售，但為的是要購買生活用品如衣料、魚肉和一些生產資材如肥料等。」（同上

引 1953：1）而這樣的精神即是凡是自作，儘量不用到錢，其經營要訣，就是所

謂的小農經濟。因此勞動多半靠自家勞動力，此外生產手段也多半自作，如苗種、

肥料、小型農具等，資金只佔補助性的地位，比方農具在不得已時，才用資金去

購置，於是「儘量節省資金的支出和資本的使用，而儘量多用自家勞動，多把自

家勞力收益化。……。這樣，多用自家勞力，為的是多把它收益化。在較具經濟

獨立的農家，自家勞動的生產便是自家的所得；故自家勞力投入越多，所獲的收

益也越大。」（同上引 1953：2） 
                                                 
30 資本主義企業是利潤經濟，所有生產要素的使用，為的是要獲得利潤，要增加貨幣價值。生

產因素的雇用就是投資。，生產手段便成為資本。一切所利用的東西，無論是有形或無形的，當

做支出或負擔，嚴格地一滴不漏地被計在成本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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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農家生活型態描述，大量出現在日治時期對阿美族人的文獻裡，如藤村

寬太所說：「雖同樣都是高砂族，蕃山深處居住的高山蕃，和在平地、海岸以農

耕為生業，聚落生活的阿美族，其文化程度大相逕庭。」（藤村寬太 1936.6：35）

強調重農的生業方式。另認為對阿美族保護指導應將主力傾注於下二點：「一將

彼等訓練陶冶為經濟人、產業人，二為消除改善古來的惡習俗。」（同上引 

1936.6：37）冀求改變阿美族對經濟慾望的淡然，訓練其成為經濟人或產業人，

然阿美族人無寧說是對經濟之無欲求，不如說是固有農家之性格，只求生計是否

足夠，且安全先於利益，如張漢裕（1953）所提：「安全先於利益，是農家傳統

的金科玉律。」符合安倍明義對阿美族保守性格的觀察。 

 

在訪問阿美族耆老時，如問其日治時期為何沒去讀書？多半獲得的回答都是

因為家裡需要勞動力，有田地要耕種所以沒有時間去學校唸書，就算去學校也無

法每天都去上課。此恰好與卑南族不同，安倍明義點出：「明治 30 年卑南社對學

校的向學心即顯著發達起來。卑南族頭腦比較優秀且學業成績也優良，國語學習

逐漸接近內地人，成為警察官吏與教員等也很多。」（安倍明義 1936.11：46）

若詢問阿美族耆老何以卑南族擁有許多警察官吏與教員，相較下人數較眾多之阿

美族卻不及的問題時，其多半回答：「卑南族不喜歡種田，都去山上打獵，所以

有很多時間可以去學校上課，我們要種田哪裡有那麼多時間。」據安倍明義描述： 

 

卑南社為戶數九十餘、人口七百許的部落，受中等教育者有相當數量，

過往明治時代有從醫學校畢業，於台東醫院長期值勤務，受一般信賴，

昭和五年晉升醫官，從敘七位退官，現在台東街開設私立醫院。另外

台北帝大附屬農林專門部畢業者一名、國語學校及師範學校畢業者數

名，工業學校畢業者一名，農林學校畢業者一名，就算女子也有二名

高等女學生畢業者，內更有一名進一步畢業於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



 175

並成為訓導。尚有公學校畢業生中有更進一步入學農業補習學校，或

攝影師，社民也多數改正為內地人姓名，進化狀況令人驚訝。（安倍明

義 1936.11：46） 

 

這樣特殊的情況，應不是「他們有很多時間可以上學」即可解釋的。這與卑

南族過往長期處於「統治」階層的歷史經驗應該有關，每一次與外來人群接觸過

程，無論是荷蘭時代、清朝乃至日治時期，「中介者」的角色都讓他們得與外界

密切接觸，並透過通婚等手段穩固統治勢力，如卑南社女頭目陳達達與台東廳總

通事張新才的婚姻，就有如政治婚姻，促使其在政治與在地勢力上更加穩固。 

 

而處於「被領導」的阿美族人，即如被保護的農人，只需專心於農耕活動，

與卑南族形成一種階層關係。根據《台東廳人名要鑑》有關蕃人出身官公吏的部

分，重新整理統計如下：（入澤片村 1925：28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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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1：台東蕃人出身官公吏統計 
種族 出身地 職務種類 人數 小計 各區小計 種族總計

醫院（警官補） 1 
學校 4 卑南 

警察（巡查） 4 
9 

學校 3 
知本 

警察（巡查） 1 
4 

學校 2 
呂家 

警察（巡查） 3 
5 

檳榔樟格 警察（巡查） 1 1 

卑南區 

檳榔樹格 警察（巡查） 1 1 

20 

學校 2 
太麻里 

警察（巡查） 3 
5 

大武窟 學校 1 1 
拔子洞 學校 1 1 
察王昔密 警察（巡查） 1 1 
羅打結 警察（巡查） 2 2 

太麻里區 

虷子崙 警察（巡查） 1 1 

11 

都巒區 馬武窟 學校 1 1 1 
獅子獅 警察（巡查） 6 6 
甘那避 警察（巡查） 11 11 
大竹高 警察（巡查） 1 1 
拔子洞 警察（巡查） 1 1 

大武區 

大鳥萬 警察（巡查） 1 1 

20 

加走灣區 姑子律 警察（巡查） 1 1 
  近黃社 警察（巡查） 1 1 
  カクプラン 警察（巡查） 1 1 

排灣族 

  ラリパ 警察（巡查） 2 2 

5 

57 

台東街 馬蘭 學校 1 1 1 
大埔 學校 1 1 

新開園區 
大坡 學校 1 1 

2 

都鑾區 八里芒 學校 1 1 1 
成廣澳區 僅那鹿角 學校 1 1 1 
新港區 新港 學校 1 1 1 

阿美族 

花蓮港廳   警察（巡查） 1 1 1 

7 

資料來源：入澤片村，《台東廳人名要鑑》，東台灣宣傳協會，1925 年，p28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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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之種族以排灣族紀錄，但從出身地依然可對照出卑南族之官公吏，

現今卑南族居住地集中，即為過去所謂卑南八社，故表列出身卑南區之蕃人應多

半為卑南族，由此再以職務種類區分，可進一步統計如下表： 

 

表 28-2：蕃人出身官公吏職務區分 

職務 種族 人數 小計 
醫院(警官補) 卑南族 1 1

卑南族 9
排灣族 5學校 
阿美族 6

20

卑南族 10
排灣族 32警察(巡察) 
阿美族 1

43

資料來源：同上表。 

 

職務種類有三種，包括醫院 1 人、學校 20 人、警察即巡查 43 人。其中卑

南族三類皆有，排灣族與阿美族則集中在學校與巡查之官公吏。卑南族任學校職

務者幾佔全部學校蕃人官公吏人數(20 人)之半數（9 人），巡查也幾乎佔了 1/4

（10/43）。阿美族分布地域廣大，台東街、新開園區、都鑾區、成廣澳區、新港

區共 6 人，若從同位於台東平原之卑南族與阿美族比較，則可見明顯差距，卑南

族依然有 6 人，阿美族只剩台東街馬蘭 1 人。乙種巡查的差別更大，阿美族擔任

巡查只有 1 人，且出身花蓮港廳。 

 

此現象不可只以個人差異解釋，在日治時期之卑南族，雖統治勢力已逐漸消

失，然該民族歷史所習得的經驗，依然有效提供某種動力，使得卑南族人能快速

適應環境，透過教育管道，讓自身再度流動至上層階層。而過往直接受其保護之

馬蘭阿美族人，則依然透過農耕維持過往的生活形態，這樣保守、重農的形象，

也正符合日本「殖產興業」政策所需，屢屢稱許阿美族為最優秀之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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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二者皆為平地居住之原住民，然阿美族的重農性格在歷史裡更清楚被突顯

出來。因此，阿美族人並非日本理蕃官吏所言，因其較為愚笨所以不能成為「經

濟人」或「產業人」，而是長期歷史過程其「重農」的民族性格，使其寧謹慎自

足也不願意隨環境變化冒險。而此性格特性也並非阿美族所獨有，凡以農業為重

之民族多有此性格。31 

 

然而台東廳米糖相剋的狀況不若西部地區嚴重，主要是因為東部地區之稻

米生產主要為自給自足，一地區不能不有糧食作物，因此無法削弱稻米的重要

性。雖是如此，甘蔗為多年生植物，在田間生長時間長達 18 個月，台灣因位於

季風地帶，遇颱風襲擊為每年常例，東台灣更是首當其衝，作物栽種時間越長，

受災可能性增大，與甘蔗相比較，稻米自然較為安全。同時，對種稻者而言，稻

米除是糧食作物，也是繳賦納租、支付交換的來源，種植稻米為穩定生活之必需

品。且生產期若長，資金也需考量，因甘蔗收穫前投入的資金是無法回收的，一

期蔗作所需的資金較每期稻作多好幾倍，農民通常無力支付，而需仰賴借貸，因

上述風險與負擔，甘蔗並不容易成為農民優先選擇的作物，若非透過總督府多方

獎勵，甘蔗並無法在台東平原快速發展起來。 

 

台東製糖會社成立之初，面對台東平原主要耕地擁有者及農業從事者「平地

蕃」，而亟欲向其鼓勵蔗作卻遇到下述困難：1.金錢慾望缺乏 2.經營技術欠缺 3.

忌諱施用肥料 4.共同之耕作習慣等。（崛口兼三郎 1915.6：16）但市場趨向之經

濟作物與部落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營方式間的衝突，才是製糖會社遇到困難的

重要原因。製糖業者獎勵蔗作所慣用的借貸金、肥料補助與每甲增收補助，一時

都無法發揮作用，最後雖漸漸有成，如重森確太所嘆：「過去在指導蕃人蔗作時

                                                 
31阿美族間也因各自地域差別與歷史經驗而有差異，黃宣衛（2005）此差異有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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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覺困憊，近日則漸漸可見可觀成績，優秀之阿美族原住民。」（重森確太 

1918.6：5）然成績還是不及本島人，這也成為招募本島人移民的重要原因，如

陳厚壁先生回憶：「王登科兄弟得知台東製糖會社強制原住民種植甘蔗，然原住

民不習慣種甘蔗且不使用肥料，製糖會社借貸給原住民的獎勵金都無法回收，才

決定到台東發展。」 

 

然馬蘭阿美族在稻米種植上卻有很優良之表現。漢文日日新報〈蕃人喜種內

地種〉有如下報導：「台東廳農會，自本年起（1925），試耕內地種米32，得意外

佳績，故附近蕃社蕃人，亦多希望播此，在廳當局，為指導蕃人，普及肥料觀念，

自晚稻起，使之播種，奈屬初次，不能完全，當局乃以共同秧田配於蕃人農業者，

配給之時，蕃人到者，及至二百六十名，一一配給之，嗣後耕種成績，頗見佳良，

若指導得宜，將來自可得發展云。」（台灣日日新報 1925.9.23：夕刊 4 版）至大

正 14 年（1925）正是獎勵原住民種植甘蔗，因成效無法達到預期，而招募本島

人移民進入台東平原之翌年。這一年蓬萊米也透過台東廳農會開始嘗試種植，原

住民反應似乎較初種植甘蔗時佳。同年，馬蘭社也著手進行馬蘭社精米所33工程，

由馬蘭社原住民共同出資： 

 

連接台東街居住之馬蘭社阿美族，彼等為天生的農民，勵精農事，其

富有為廳下第一，也是集團部落之第一，現在有二百三十三戶人口千

五六百人，土地一戶平均五甲以上，牛近兩千頭，一年稻穀產額五六

千石，這次蕃社全體每戶五圓、十圓、十五圓出資設計精米所，用以

製作自家用的精米，以節約勞力。（台灣日日新報 1925.9.13：夕刊 2

版） 

 

                                                 
32 即所謂蓬萊米，不同於在來米，為一商品化之作物。 
33 即所謂的碾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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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所描述的是大正 14 年（1925）馬蘭社的情況，相較於內地人移民村食

無米的窘況，與本島人之初來乍到，台東平原之馬蘭社阿美族之富裕，已可稱為

台東廳第一，且產米多到需蓋精米所才能節省勞力。 

 

鶴長生之〈東台灣印象記〉指出馬蘭社精米所完成後之情況： 

 

耕作面積較移民村等無寧更優，主作物為米，生產糙米四千七百石，

自家用米全部以手搗之，一年需六千人以上的勞力，因用手搗多生碎

米，除自家用米外，一千餘石的糙米34可移出交易，交換時多以稻穀

以物易物，商人從中壟斷利益，為緩和勞力與交易上的惡弊，利用電

力建設精米所，大正十五年（1926）事業開始。（台灣日日新報

1929.6.26：8 版） 

 

實際到過台東平原的人所所記錄之馬蘭社，其耕地都較內地人移民村優良，

且都強調稻米為其主作物，不僅足以自給，還有一千餘石可供交易。與我田野訪

問所得資料相仿：「馬蘭阿美族最會種稻米。」那麼，此精米所如何經營呢？ 

 

若為蕃社的人，可將所生產的米至精米所打成精米，費用為六斗稻穀

（一袋）徵收一升白米。無關係之人也接受委託碾米，費用增加五成，

且以白米徵收，所徵收的米，廉價賣給蕃社內糧食不足者，其收入充

為經費，剩餘則存起來或還債。現在一個月收入約二百二十圓支出約

一百二十圓，約有八十圓利潤。一日平均可碾十二石稻穀成精米，且

會漸次增加，一年利益金至少達一千圓以上，估計還完借入金後，其

他充當利益金，作為公共事業費以利蕃社發展計畫，又其附屬事業，

利用從精米所產出的米糠和碎米，兼營養雞養猪的事業……如此精米

                                                 
34 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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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年直接間接的利益最少五千圓以上。無論如何馬蘭社此例恐為全

島第一，富裕之程度也可在全島爭一二。（同前引） 

 

無論後續是否達到一年五千圓之利潤，大正 15 年（1926）之馬蘭社是一個

勤耕、重農且富裕的部落。在日治時期馬蘭社阿美族在許多勞役干擾農事之情況

下，依然延續歷史發展下的重農傳統。卑南族則從所謂「武士」，則透過教育轉

往官公吏發展，其實也換個方式延續了卑南族面對外來者之彈性調適的能力。 

 

二、民族間土地利益的競逐 

 

（一）土地關係與買賣 

 

檢視旭村地段旭村移民與土地業主的關係（鄭全玄 2002：95，表 21），可

發現移民取得土地耕作方式很多元，多數西部本島人移民並未擁有耕地，是藉贌

耕會社、原住民之耕地。原住民以業主權查定工作取得所有權，將土地贌耕給本

島人移民；製糖會社透過拂下方式取得所有權──也就是國有土地撥給民間而取

得所有權者，再贌耕給本島人移民或內地人移民。另也有透過買賣方式取得土

地，主要是與內地人不在地業主或原住民業主購買，再將其贌耕給本島人移民，

買方則有本島人不在地業主或內地人不在地業主，且本島人中有以農場經營形式

購買土地，並雇傭本島人移民，如學甲庄移民王登科在旭橋經營蔗作，自昭和四

年起王氏陸續在整個旭村地區購入耕地，至昭和 10 年間，旭橋、台東往知本道

路以南漢人所擁有之耕地，幾乎都在王氏名下，面積 30.5572 甲。本島人不在地

業主也有以土地投資為目的，如旭、豐里地區昭和 2 年時，李明道、李昆玉等萬

丹庄業主大量向原住民或本島人購入耕地，並招佃農耕作（同上引 2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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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有以信用組合的經營方式，如昭和 14 年成立的台東土地建築利用信用組合35

（同上引 2002：104），不外乎曾任公職或經商者，該組合獲旭村開墾地之出售

（賣渡）許可並繳納地價（地代金）後，取得旭字橘地區 114.5727 甲新墾地的

所有權，組合設置穀倉及晒穀場，貸給移民資金，待稻穀收成，部分抵償贌耕之

租金與貸款，部分自給，剩餘則賣給組合倉庫。當時土地之取得參見下表： 

 

表 29：台東平原地權轉移方式與土地所有情況 

取得土地者 轉換土地者 取得方式 經營方式 
原住民業主 買賣 

內地人不在地

業主 
買賣 農場 

製糖會社 贌耕 

蔗作—雇傭 

台東土地建築利用

信用組合 
國庫 拂下 碾米業兼米商 

本島人不在地業主 原住民業主 買賣 收取地租 
國庫 拂下 

內地人不在地地主 
原住民業主 買賣 

贌耕—予其他本島人 

製糖會社 國庫 拂下 蔗作—贌耕為主 
私營內地人移民村

（旭村） 
製糖會社 國庫（拂下） 

從事蔗作或贌耕、雇傭本

島人幫忙蔗作 
官營敷島村農業實

行組合 
國庫 ？ 稻作栽培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頁 95，表二一，另作整理而成。 

 

上表顯示，土地經營方式很多元──製糖會社（官私營移民村形式）、農場

經營、信用組合、土地投資（本島人不在地地主、內地人不在地地主），台東平

原猶如一片未開發之處女地，大量因土地可能帶來的利益，吸引不同人群前來競

奪，有挾殖民母國力量的製糖會社、日人經商者（曾任公職者）、西部移民地主；

                                                 
35該組合由由赤城任組合長，佐佐木任專務，理事則包括木下、飯干、杉谷等人。赤城為赤城佐

太郎氏本為台北州高等警察課長，後任台東廳警務課長前後任公職達三十年，曾任台東廳下許多

公共團體之委員，例如台東廳農會幹事、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台東委員部委員、財團法人台東

保護會理事等，佐佐木為佐佐木研一郎氏多年任職台東廳庶務課，昭和五年四月退官後，經營自

動車運搬業，後又就任台東製冰會社社長，昭和十年地方制度改正當選第一回民選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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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地來源則很單一：非殖民政府即為原住民業主。製糖會社帶來內地與本島移

民，蔗糖作物為大規模企業化的商品，稻作卻依然停留在自給自足的階段，糖業

的商業利益造成維生作物稻米土地的流失，也造成台東平原以維生作物為主──

擁有大部分土地的原住民業主轉移地權。 

 

有關原住民土地自由買賣一事，和田博（1926.2：61-62）曾提出看法： 

 

平地定居具有農耕畜牧知識的阿美族蕃人、較阿美族稍稍進化近本島

人之平埔族、較彼等更優越具知識之本島人與內地人，雜然混居在一

起，持不同的知識卻立足於同一地平線。……將有知識與無知識者置

於同一線上，而行所謂自由、平等生存競爭一事，就如同把大人和小

孩置於同一線上，在自由、平等生存競爭此一調理下，具知識、經驗、

力量之大人，與知識淺薄、經驗缺乏、力量不足的小孩相比，在知識、

經驗、力量上，大人一定占著勝者位置，小孩則定跌落劣敗者位置。 

 

對土地開放自由買賣使原住民面對不平等的嚴酷市場競爭，認為是不妥當且

不道德的，並說事實勝於雄辯，聽聞有人向蕃人購買土地後轉賣給製糖會社，攫

得千金獲利，或有雜貨鋪讓原住民記帳買酒，待米收穫期清算，然最後原住民得

以田地清償。這樣的故事耳熟能詳，也是現今對原住民土地流失之普遍看法。 

 

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初由於六三法的委任立法體制，對於在台台人相關的民商

事案件大抵採取依「舊慣」處理的原則，刑事部分原則上依日本帝國刑法處斷，

另配合專門針對台灣特殊情形而制定之「特別刑法」。直至大正 8 年（1919）日

本在台實施「內地延長主義」之後，大正 11 年（1922）總督府乃以敕令第 406

號，規定日本民、商法及若干民商事法律自 1923 年 1 月 1 日起一體適用於台灣

實施。依舊法原住民買賣土地得所轄廳長的同意：「依據台灣土地登記規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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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17 條，有關蕃人申請土地登記，其申請書需受所轄廳長蓋章之規定，廳

長接受蕃人土地買賣一事時，需瞭解買賣價格是否合理，請深切注意以盡保護權

利。」（和田博 1926：60）然在實施民商法以後，台灣土地登記規則及台灣土地

登記規則施行規則即同時廢止，從此原住民登記土地時，無須至所轄廳長處蓋

章，原住民可依其意願自由買賣土地。這是這樣的制度變革，才引起和田博之批

評，認為原住民與漢人和日本人競爭，將處於絕對劣勢。 

 

和田博寫完該文後立刻有人提出反對意見，竹川富（1926.3：23）指出： 

 

現在蕃人從公學校出身，且又教導其子弟，因經常苦力出役與內地人、

本島人勞動者多所接觸的結果，社會的知識大為發達，受本島人欺凌

的例子不過二三，且智識低劣者不限蕃人，不要忘了內地人、本島人

也有。 

 

並提出自身的經驗：「我曾為買蕃人器具而去蕃社，發現一個飯杓想買，詢

其價格，他們或問頭目或問其他附近的人：『可以賣嗎？』『價格是否適當？』等

才決定賣出，一個飯杓尚且如此，更何況是賣土地呢？」（同上引：23） 

 

並指出買原住民土地轉賣製糖會社獲取千金利益一事，就他所知：「是蕃人

土地所有者直接賣給製糖會社，該地距蕃社遠、耕作不便，且曾受溪流氾濫，土

地上覆五寸以上微細砂子，無論如何耕作都很難有收穫之貧瘠地，因此希望能賣

掉。」這樣的觀察似乎與鄭全玄不謀而合： 

 

對馬蘭社業主而言，似乎最先釋出的土地往往即是距離最遠的、土質

較差者，若此，它在漢人和土著間的土地關係上是否具有特殊的含意

呢？……土著釋出土地時，顯然是經過思考，漢人以巧取詐騙手段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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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地，似乎並非土著釋出土地的主要原因。（鄭全玄 2002：112） 

 

從下面三張圖（1925 年、1935 年、1945 年）可以清楚看到，馬蘭社釋出的

土地的確是台東平原土質較差的土地，而土質優良適合種稻的土地，一直到 1945

年都還保有所有權。 

 

 

圖 9-1：1925 年台東平原旭村地區業主別所有地分佈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圖 17-1、19-1、20-1 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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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1935 年台東平原旭村地區業主別所有地分佈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圖 17-2、19-2、20-2 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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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1945 年台東平原旭村地區業主別所有地分佈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圖 17-3、19-3、20-3 之整合。 

 

若從旭村地段原住民業主耕地釋出之筆數變化來看，原住民釋出土地的高峰

時間有兩個：一個大約在大正十四年（1925）至昭和二年（1927）間，另一個大

約在昭和 11 年（1936）。都在原住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以後，而前一次本島人移

民尚未大量移入，土地也尚未改良，生產力都很低，釋出離耕地遠且貧瘠之土地，

是很適宜的作法。第二次高峰期正好是卑南大圳改修工程完成時，土地價格應該

正好順應市場漲至高點，原住民逢高價賣出土地，也是很聰明的作法。因此，對



 188

原住民受詐騙而流失土地之普遍看法，是否多了另一個解釋？原住民對自己土

地，特別是台東平原馬蘭社阿美族人，應是更具主動性與自主性。 

 

 

圖 10：台東平原旭村地區原住民釋出土地數量變化 
資料來源：鄭全玄，《台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p88。 

 

（一）米作農家與蔗作農家 

 

在這場競爭裡，有種植甘蔗為主的本島人與內地人移民，有種植稻米為主的

阿美族人，有不在地之土地投資客（包含內地人與本島人），有製糖會社與依附

其下的甘蔗農場。這已不是民族的競爭，情況逐漸變成階級的分化問題：有一般

的蔗作農家與米作農家（包含阿美族人、本島人與內地人）、有甘蔗農場（本島

人之國本農場）、有受總督府支持的台東製糖會社，還包括外來的投資者（本島

人與內地人地主36）。 

                
                                                 
36 有許多為退休之公官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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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農業移民（蔗作）       

台東製糖會社─  本島人移民（蔗作） 

                蔗作農場(國本農場) －本島人移民（蔗作）      

 

阿美族人（米作） 

    

在這樣的系統裡，可對照出米作與蔗作農家這一組最基層的人群之收支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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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米作與蔗作農家每甲地收支狀況 

農戶 1 甘蔗作農家 2 甘蔗作農家 3 甘蔗作農家 4 甘蔗作農家 5 甘蔗作農家 6 甘蔗作農家 7 米作農家

農戶編號 

台東支廳馬蘭六

八番戶 16（0.500 

甲） 

台東支廳台東街

馬蘭 48（0.600

甲） 

台東支廳卑南區

卑南 15（0.500 

甲） 

台東支廳卑南區

卑南 49（0.510

甲） 

台東支廳卑南區

卑南 70（0.500

甲） 

台東支廳台東街

旭村 66（1.000

甲） 

台東支廳台東庄

馬蘭 

稅務 

等則十則甲當地

八百圓（499 日

負擔） 

等則十二則甲當

地四百圓（580

日負擔） 

等則十則甲當地

六百圓（540 日

負擔） 

移民村諸稅免除

土地拂入金六圓

72 錢（644 日負

擔） 

（631 日負擔） （670 日負擔）   

耕作型態 田、自作 佃、自作 田、自作 佃、自作 佃、小作 佃、小作 自作 

總 農業收入 794.73 674.24 418 272.9 636.63 485.1 335.65 

收 
每生產千斤蔗莖

費用/販賣價格 
3.14/4.51 2.14/4.44 5.84/4.18 6.21/4.78 4.08/4.80 4.16/5.09   

入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6.29 

  
副產品收入 

16 48 15 49 70 66   

  合計 797.73 674.24 418 272.9 636.63 485.1 351.94 

物料費 

70（蔗苗自給）

＋132.35（肥料

購入）＝202.35 

42（蔗苗購入）

＋60.13（肥料購

入）＋7.67（綠

肥種子自給）＝

109.80 

112.00（蔗苗自

給）＋52.35（肥

料購入）＝

164.35 

44.80（蔗苗購

入）＋（肥料購

入）＋7.20（綠

肥種子購入）＝

150.00 

36.00（蔗苗自

給）＋（肥料購

入 3 種綠肥）＝

114.43 

38.40（蔗苗自

給）＋（肥料購

入 5 種）＋其他

＝253.58 

6.21（種紉）＋

10.35（綠肥種

子）全為自給＝

16.56 

農具費 12.52 10.91 13.38 13.11 9.2 14.18 7.21 

公租公課

科負擔 
15.27 9.26 30.3 無 無 無 14.62 

勞力費 

474.84（無雇入

勞力） 

305.75（無雇入

勞力） 

609.80（無雇入

勞力） 

124.22（自給

60.65 雇入

39.35） 

536.20（無雇入

勞力） 

321.49（自給

36.11 雇入

63.89） 

193.74（無雇入

勞力） 

小作費 無 無 無 無 36.71 51.86 無 

農 

業 

經 

營 

費 

 

土地資本

利子 
87.5 50.85 71.01 1.9 無 無 80.72 

總 

支 

出 

 

合計 555.06 333.7 583.9 351.32 520.43 448.57 215.98 

總合收支 242.68 340.54 -165.94 -78.42 116.2 36.53 135.96 

資料來源：《主要農產物經濟調查-甘蔗》農業基本調查書第二十二號，大正十五年至昭和三年期。 

         《主要農產物經濟調查-稻米》農業基本調查書第十九號，昭和三年第一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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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試著從居住地區區分人群：1、2、7 為馬蘭地區之原住民，皆為自作戶。

3、5 為卑南地區原住民，有自作戶有小作戶。4 為在旭村自作之原住民，6 為內

地人移民，有自作戶和小作戶。 

 

表 31：台東平原各民族農家收入比較 

地區別 作物別 自小作 收入 年收入 

甘蔗 自作 242.68 162 

甘蔗 自作 340.54 227 
馬蘭地區 
原住民 

（阿美族） 
稻米 自作 135.96 135.96 

甘蔗 自作 －165.94 －110.6 卑南地區 
原住民 

（卑南族） 甘蔗 小作 116.20 77.4 

甘蔗 自作 －78.42 －52.28 
內地人 

甘蔗 小作 36.53 24.28 

 

從上表比較起來，馬蘭地區農民的情況都是最好的，無論種蔗或種米。卑南地區

或內地人移民農民顯然收入並不佳且不穩定。 

 

若以蔗作為主之農場（國本農場）企業收入又如何？根據《企業的農業經營

調查》之〈企業家農業純收益〉共有 6,364 圓。（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3：432）

收入較一般農民高出許多，儼然具企業規模，難怪所經營之農場迅速擴增，由卑

南擴及旭橋、白井、檳榔、加路蘭、旭村、初鹿、大原、大武、里壠等地。王氏

兄弟王獻、王榜、王屋、張明璋等人為照顧農場，也舉家遷至卑南。（趙川明等 

2001：157-158）幾乎遍及整個台東廳。 

 

根據《企業的農業經營調查》馬蘭地區有一蔗作農場，農場沿革：「本農場

係祖先開墾之地，現經營主繼承而得，創業當初從雜作經營轉變為水稻為主，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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糖會社設立同時，則以甘蔗經營為主迄今。」（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3：445）

可推測其為阿美族人，然其規模甚小，是一戶勞動人口的企業： 

 

表 32：馬蘭地區一蔗作農場的勞力分配 

農業勞動者 
類別 

農場 

管理者

農業 

技術者 男 女 小孩 計 
合計 摘要 

經營主及

家族 

（一）

人 
 三人 三人  六人 六人 

常傭人數        

無臨時勞

動、也無包

工者 

 

企業家之農業純收益 1822.77 圓，收益雖只有本島人農場之三分之一，卻也比一

般自作農佳。 

 

馬蘭尚有一米作農場，沿革：「大正三年繼承現經營農場，以稻作為主，兼

以甘藷烏豆等雜作。」（同上引 1933：133）其規模也如一戶勞動人口的： 

 

表 33：馬蘭地區一米作農場的勞力分配 

農業勞動者 
類別 

農場 

管理者

農業 

技術者 男 女 小孩 計 
合計 摘要 

經營主及

家族 

（一）

人 
 八人 七人  十五人 十五人 

常傭人數        

無臨時勞

動、也無包

工者 

 

其企業家之農業純收益 1819.08 圓，與蔗作農場差不多的收益。企業經營的利潤

遠比自作農與小作農好很多。 

 

台東製糖會社為台東平原最大之農場，台東廳全為其原料區範圍，之下有

本島人與原住民經營之企業農場，以本島人蔗作之國本農場規模最大，利潤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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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事業也急速擴充。原住民（馬蘭地區）所經營之農場多為家庭經營，規模相

對小很多，利潤也只有其三分之一。再下面則有卑南地區本島人與旭村內地人之

蔗作自作農或小作農，與馬蘭地區阿美族米作、蔗作之自作農、小作農，相較下

阿美族之收益狀況相對本島人與內地人稍好。 

 

大正 11 年（1922）蓬萊米移植台灣成功（李力庸 2004：210），同年卑南

大圳完工，台東廳也於大正 14 年（1925）開始試種蓬萊米。大正 15 年（1926）

馬蘭社精米所完工並開始營運，從這裡也可看出精米所設立與蓬萊米試種間的關

連，蓬萊米為符合日本內地口味之米種，具有商品作物的特性，馬蘭社人也開始

邁入稻米生產販賣之路。 

 

大約同時，大正 13 年（1924）甘蔗大莖種的引入（鄭全玄 2002：72）。使

得台東平原所有民族生活都漸好，旭村移民在大莖種引入與卑南圳改修計畫完

工，生活才漸入佳境，此時已是昭和 11 年（1936），且直到昭和 18 年（1943）

才獲得屬於自己的耕地，日本統治卻也已至尾聲。而昭和 19 年（1944）台東製

糖會社合併於明治製糖時，王登科所有土地也一併轉讓。如同台灣其他在地地主

一般最終合併在日資大企業之下，其企業只是曇花一現。37 

 

馬蘭阿美族在如此競爭之環境裡，以其勤奮之重農性格，成功地適應環境，

昭和 12 年（1937）馬蘭社農地總計面積達 1,057.520 甲，平均每戶約有 3.5 甲，

其中，一半以上是水田地，每戶平均擁有，水田 1.86 甲、旱地 1.732 甲。 

                                                 
37 其兼併方式與過成可參考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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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昭和 12 年（1937）馬蘭社農地規模的統計(單位：甲) 

水田 旱地 合計 

面積 每戶 每人 面積 每戶 每人 面積 每戶 每人 

541.370 1.860 0.184 516.150 1.732 0.173 1,057.520 3.549 0.355 

1.昭和十二年（1937）馬蘭社 291 戶 2946 人 

2.部落內 232 棟住宅，每棟平均 10.3 人，每棟建平均 18.3 坪，木造 179 棟。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高砂族調查書：第二編、生活》，1937 年，表 5、表 6。 

 

台東平原民族間的關係與其說是民族間之壓迫或競爭，不如說是每個民族

依所處大環境與優勢力求生存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