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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蠶絲，為蠶所吐之物，可為綢絹織物之原料。而蠶桑絲織則是中華民族

最早的發明之一。1就考古發現事實論之，在民國 15 年（1926），山西省夏縣

西陰村新石器時代(約五千年前)之史前彩陶遺址中出土半個蠶繭，證明中國

養蠶歷史極其悠久。2而發現人李濟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

文中，亦曾謂： 

據考古學的發現，中國本土，公元一千年前的商代，不但在文字裏看

得見它的存在，而且還發現過絲製包裹的遺跡。在山西西陰村的彩陶

文化遺址裏，我個人曾發掘出來半個人工切割下來的蠶繭，民國十七

年，我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過，證明這是家蠶（Bombyx mori）的老

祖先。蠶絲文化是中國發明及發展的東西。3 

而甲骨文中更有蠶、桑、絲、帛等字，所以蠶業在中國歷史由來已久，因此

 
1 尹良瑩，《中國蠶業史》（台北：中華學術院蠶絲研究所，1980），頁3，引日人針塚長太

郎著《日本蠶業史》所云：「中國為世界蠶絲業有最古歷史之國家。」；頁7，引日人伊藤

清藏云：「世界之蠶絲，起源於中國大陸。」。尹良瑩，《蠶絲業經營學》（台北：台灣

大學農學院，1957），頁7，引英人蒲爾哥（G. S. Boulger）云：「蠶絲業史，起源於中國。」；

法人巴里氏（Balize）著《蠶絲史》曾云：「太古時代，蠶絲業僅行於中國，其他各邦，從

未之有。」。 
2 明文書局，《中國紡織史話》（台北：明文書局，1982），頁10。 
3 李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中國上古史論文選輯（一）》（台北：國

豐出版社，1975），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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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與女織並列，成為漢民族農業經濟的基礎。 

自有史以來，即有蠶桑事業記載，而歷代帝王均重視蠶桑事業之發展，

視為國家經濟的重要基礎之一。如《禮記》月令篇： 

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羽，戴勝降于桑，具曲植蘧

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女毋觀，省婦使，以勸蠶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孟夏之月，……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

之服。4 

所以漢民族歷朝各代無不勸課農桑，視蠶業為國家的經濟命脈，極力提倡蠶

業。而承繼漢民族文化的台灣地區，如何發展自己的蠶業？其發展歷程為又

是何？ 

以自然條件言之，台灣地處熱帶與副熱帶氣候之間，四季溫暖，終年長

綠。連橫曾於《臺灣通史․工藝志 紡織》提到「臺灣天氣和燠，厥土黑墳，

最宜蠶桑。而開闢以來，尚少興者。」5說明臺灣氣候對於養蠶事業是得天獨

厚之環境。其中又以春秋兩季氣候溫溼度最佳。故台灣養蠶收蟻時期，多在

此兩季。普通早春養蠶多在 3 月收蟻6，春蠶在 4 月上旬收蟻，秋蠶則在 9

月收蟻，晚秋蠶則在 10 月收蟻，一年可養蠶 6-8 次。7而臺灣地多丘陵、山

地，山林中多野桑之生長，全島地區除澎湖外，均有桑樹生長，且桑樹的品

種繁多，計有：島桑、魯桑、白桑、山桑、廣東桑、台灣桑等，可利用為雜

交配種，以適應養蠶需要。8所以臺灣地區氣候溫和，多野桑分佈，本就是蠶

業發展之優良環境。加上臺灣四面環海，可有效隔絕病毒之傳播，更增添發

 
4 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台北：藝文出版社，1955），〈禮記〉卷十五月令，頁9-21。 
5 連橫，《臺灣通史》（台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768。 
6 收蟻，蟻為蟻蠶之簡稱，初孵化的蠶之幼蟲蟲體呈黑色，形似蟻類，又稱蟻蠶，收蟻是將

孵出在卵面之蟻蠶，用羽帚掃落於蠶座上，給與第一回之桑葉的處理手續。盧永權，《養

蠶學》（台北：國立編譯館，1980），頁127。 
7 謝源水，〈台灣之蠶業〉，收入謝源水、陸錦標、朱永康等著《台灣之蠶業》（台北：臺

灣銀行，1953），頁4。 
8 謝源水，〈台灣之蠶業〉，收入謝源水、陸錦標、朱永康等著《台灣之蠶業》，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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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蠶業之優勢。 

日本在 1895 年依馬關條約取得台、澎，看上臺灣擁有發展蠶業之天然

環境優勢，配合日本爭霸世界生絲市場企圖，在台灣大規模發展蠶業。戰後

國民政府來台，承繼日治時期蠶業基礎，持續發展蠶業。台灣各地的蠶業經

營方式，與該地規模大小，農產多寡，以及野桑分布情形等有關，因地而異，

不盡相同。台灣之蠶業，多侷限於中央山脈東西沿線一帶，耕地面積較為狹

小而野桑豐富之近山麓地區，大多利用野桑從事養蠶，以農家副業方式經

營。9 

戰後臺灣蠶業乃是承繼鄭氏據臺以來而至日治時期基礎，逐步發展而

成。蠶業在農業分類中自成一類，劃歸省政府農林廳特產科業管，但其產業

內容橫跨農業之栽桑與畜牧之養蠶，為其特異之處。此產業之特色為：一、

商品化生產，農家種桑養蠶取繭，賣與繅絲廠生產生絲，取得現金，無自產

自銷自用。二、現金收入高，蠶繭生產有絲廠契約保證收購，加上臺灣一年

可以養蠶八次，只待植桑後一年，即可取葉養蠶，現金回收快。三、農村剩

餘勞動力的運用，蠶業無太多之粗重工作，老人、婦女、小孩皆可參與，充

分運用人力。四、蠶業發展全賴政府經營規劃，從蠶種的生產、植桑養蠶的

技術指導、生產專區的建立、絲廠契作區域劃分與蠶繭收購、金融機構的貸

放款協調等，皆賴政府指導、協助，民間無自行發展之能力和意願。五、橫

跨農、工、商業，蠶業包括桑樹植栽、養蠶取繭、繅絲製服等，是臺灣可以

從原料生產至成品銷售，全程完成的少數產業之一。由上所述，蠶業是如此

特殊之產業，與傳統農業之其他產業不同，引起個人注意。加上又無人將蠶

業產業史做一整理，也給個人一個研究機會，故以此為題，從事蠶業產業史

之研究。 

政府在 1970 年鑑於蠶絲業前途看好及台灣具備之優良天然條件，由農

復會、農林廳在台東縣鹿野鄉設立「蠶業生產綜合示範區」，應用改良耕作

 
9 台灣省政府農林廳蠶業改良場，《臺灣蠶業》（台北：台灣省政府農林廳蠶業改良場，1954），
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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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飼育技術，更新舊有蠶種，推廣優良桑，成績優良，於是決定再利用「發

展農業專款」，於 1972、1973 年分別在南部及東部擴展平地桑園，推行省力

養蠶。又於 1973 年配合加速農村建設計畫，選定苗栗、南投、台南、屏東、

東部（花蓮、台東）等五處，倡設「蠶業生產專區」，奠定蠶業發展基礎。10 

筆者原籍苗栗縣公館鄉，本為蠶業重鎮；日治時期隨花東鐵道開拓，舉

家遷往臺東定居，而筆者恰巧於 1974 年在台東縣鹿野鄉出生，適逢「蠶業

生產專區」設置。幼時，常於蠶室嬉戲，也曾於蠶室協助養蠶事宜，家中年

養蠶數曾高達數十萬隻以上。11但於 1980 年代，因蠶繭無人收購，於是桑園

廢耕，停止養蠶。而此段養蠶經驗，成為個人難忘之幼時回憶。因此，也引

發個人對台灣蠶業的研究興趣。遂以戰後台灣蠶業發展為題，撰寫論文。研

究時間斷限為 1945 年至 1992 年間，從台灣光復後的蠶業接收，至 1992 年

政府以「蠶業發展基金」一次補助農民，全面廢耕桑蠶為止。12其間，台灣

蠶業經歷了復甦、低迷、振興及轉型，13由山地摘取野桑養蠶的農家副業，

轉變至平地大規模集中栽桑養蠶之企業化經營。期能藉由本研究，勾勒出戰

後台灣蠶業發展與轉變的面貌，提供近四十年來臺灣蠶業發展狀況。對了解

蠶業生產、工業繅絲與商業銷售之不協同如何產生，及蠶業外銷起伏變化如

何影響臺灣蠶業發展等問題有所助益。 

 
10楊玉滿，《臺灣蠶絲業之改進與發展》（台北：九章出版社，1980），頁24。 
11據詢問家中長輩，家中每次蠶期養蠶數約為2-4張，每年養蠶約為六次。而根據苗栗農改場

林洋三研究員提供說明，蠶種的單位為張與盒，蠶種一張是將33隻蠶蛾放在蠶種紙上產

卵，每隻蠶蛾產卵約為500粒，合計為16500粒，扣除孵化及養蠶耗損，每張蠶種以15000
粒計，此種稱為平附種，另有散卵盒，此種經過挑選處理，每盒有20000粒卵，見《林洋

三口述訪問》（苗栗，2006.04.24）。 
12林俊彥，〈從蠶業改良場到苗栗區農業改良場（上）〉，《蠶蜂業專訊》， 22（苗栗，1997.09），
頁4。 

13蠶改場第十二任場長謝豐國曾於蠶業推廣簡訊，將戰後臺灣蠶業分為復興、低迷、振興、

轉型四期。見謝豐國，〈光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上）〉，《蠶業推廣簡訊》，1
（苗栗，1986.12），頁3-4：謝豐國，〈光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二）〉，《蠶業推

廣簡訊》，2，頁3：謝豐國，〈光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下）〉，《蠶業推廣簡訊》，

4，頁3-4。而本文之戰後臺灣蠶業分期，是個人採用謝豐國分法，略為更名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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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有關蠶業之文獻，最早見於文字記載，首推詩經。14詩經中有甚多地方

提及蠶桑絲織，如： 

大雅、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旬。」 

大雅、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又定之方中：「降觀于桑。」 

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來貿絲，來即我謀。……桑之

未落，其葉沃若。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桑之落矣，其黃而隕。」 

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桑。」 

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行與子還兮。  十畝

之外兮，桑者泄泄兮，行與子逝兮。」 

豳風、七月：「女執懿筐，遵彼微行，爰求柔桑。」又「七月流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女桑。」 

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桑，北山有楊。」 

魯頌、泮水：「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以上引詩，普遍用蠶桑、絲織來作為歌詠的題材，可見蠶桑絲織是當時人們

熟悉的事物，應可推測當時蠶桑業，已是相當普遍的生產事業了，顯見蠶業

在漢民族之發展甚早。 

而歷代有關蠶桑絲織業生產之記載不少，如：後魏賈思勰之《齊民要術》

卷五〈種桑、柘養蠶附〉，內容說明桑樹的栽培、壓條法及採桑注意事項；養

蠶部份談及蠶之品種、蟻蠶孵化、養蠶時節溫度與蠶之生長給桑之配合，收

繭的方法與注意事項等。15宋代秦觀《蠶書》內容說明如何收蟻、蠶之休眠

 
14屈萬里，《詩經釋義》（台北：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而根據個人於95年4月24日

訪問苗栗區農業改良場林洋三研究員，他提到，曾細數桑出現在詩經中的次數，統計之下，

共有20首出現，有31句之多，是詩經中出現最多次數的植物，範圍涵蓋＜國風＞各篇、＜

小雅＞、 ＜大雅＞、＜頌＞等。足證中國蠶桑業之發達，可遠溯周代。見《林洋三口述

訪問》。 
15賈思勰（後魏），《齊民要術》（北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頁31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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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蛻皮、養蠶之器物及唐代有關蠶種西傳之說等。16元司農司輯之《農桑輯

要》之卷三、卷四分別為論栽桑、養蠶，栽桑部份包括：論桑種、地桑、移

栽、栽條、修桑、修蒔治蟲蠹等；養蠶部份包括：論蠶性、收種、生蛾、擇

繭、涼暖總論、飼養論、蠶具蠶室等。17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內容說明

蠶種、蠶浴、種忌、種類、如何飼養、養忌、葉料、食忌、物害、結繭、擇

繭、取繭、治絲、紡織及絲織種類等，18其中包括多項紡織工機圖說，能對

明代已有之蠶絲工具及工具機有完整之認識。由上述列舉之古籍，可知對於

種桑養蠶一事，古人十分重視，從桑樹的品種、選擇、種植注意事項、病蟲

害至蠶種的孵化、收蟻、蠶的休眠、給桑、結繭、收繭、繅絲等都有完整之

紀錄，由完整之蠶事紀錄篇章來看，從而可見蠶業在中國經濟之重要性，對

於比較蠶事古今之變化，提供詳細之史料，對有志蠶事研究者，俾能有所助

益。 

而近代有關蠶桑絲織之研究者，首推尹良瑩，其人曾為台大農學院教

授，曾協助戰後台灣蠶業相關法令之擬定與推行，創訂台灣蠶絲輔導辦法，

創辦台大蠶絲進修班及文化大學蠶絲系，可謂戰後台灣蠶業之先驅。尹良瑩

曾撰寫過多部蠶業書籍，如：《蠶絲業經營學》19、《蠶桑學》20、《蠶絲與農

產工業》21、《蠶體生理學》22、《中國蠶業史》23、《蠶絲生涯八十年》24、《蠶

絲文集》25等。其著作內容包括蠶業歷史、蠶業事略、蠶業發展要素、蠶桑

軼事與歌謠、蠶業教育與學校及台灣蠶業發展與改進建議等，閱讀其著作，

 
16秦觀(宋)，《蠶書、蠶經、廣蠶桑說輯補》（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66），頁1-4。 
17司農司輯（元），《農桑輯要》（台北：中華書局，1966），卷3栽桑、卷4養蠶。 
18宋應星（明），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台北：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99-132。 
19尹良瑩，《蠶絲業經營學》。 
20尹良瑩，《蠶桑學》（台北 : 國立編譯館，1976）。 
21尹良瑩，《蠶絲與農產工業》（台北：中華學術院蠶絲研究所，1978）。 
22尹良瑩，《蠶體生理學》（台北：中華學術院蠶絲研究所，1978）。 
23尹良瑩，《中國蠶業史》。 
24尹良瑩，《蠶絲生涯八十年》（台北：中國文化學院蠶絲學系，1984）。 
25尹良瑩，《蠶絲文集》（台北：正中書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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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蠶業有全面之認識，也是研究蠶業重要參考資料，不可不讀。 

盧英權編著之《栽桑學》26與《養蠶學》27為栽桑養蠶基礎原理與應用技

術之學術性論著，對於栽桑養蠶有一清楚而完整的說明。前者對於有關桑樹

之環境、分佈、形態、生理、分類與品種、繁殖、樹形養成法、桑園管理、

收穫、施肥、自然災害預防、病害、蟲害及桑品種選育等，有詳細之說明及

論述。後者對於有關養蠶之起源、意義、生產概況、蠶之形態、構造與機能、

蠶卵及品種、養蠶之飼育計畫與設備、如何飼育、蠶病介紹與防治、蠶之育

種及蠶絲及副產品之應用等有詳細之介紹說明。兩者均附有圖說或圖表，便

於瞭解。此二書提供有關栽桑與養蠶之基礎知識，對於栽桑養蠶基礎認知之

建立，有極大之助益。 

而陳慈玉著有〈清末無錫地區的蠶桑生產與流通〉28、〈十九世紀後半江

南農村的蠶絲業〉29、《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30、〈抗戰時期的四川蠶桑

業〉31可提供吾人關於清末民初中國江南地區蠶桑發展狀況，從工廠如何收

購生絲到介入鮮繭的收購，以求原料來源之穩定；從生絲為主的交易，到以

鮮繭而至乾繭的交易變化；地方如何勸課蠶桑的作為與措施；蠶桑地區養蠶

與栽桑經營之實態；抗戰時期四川蠶業推廣改良事業及統制政策之推動等，

對於台灣與大陸地區發展蠶桑業之比較，及大陸時期蠶業政策對戰後臺灣蠶

業的影響或政策承繼，提供比較的資料與素材。 

日本總督府殖產局 1930 年（昭和 5 年）出版之《臺灣の蠶業》，內容說

明自日本領臺以來，臺灣蠶業如何由無到有的發展概況，從清領時期臺灣蠶

 
26盧英權，《栽桑學》（台北：國立編譯館，1988）。 
27盧英權，《養蠶學》（台北：國立編譯館，1980）。 
28陳慈玉，〈清末無錫地區的蠶桑生產與流通〉，《大陸雜誌》，69.5（台北，1984.11），

頁17-34。 
29陳慈玉，〈十九世紀後半江南農村的蠶絲業〉，《食貨月刊》，復刊12.10-11（台北，1983.02），
頁45-63。 

30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31陳慈玉，〈抗戰時期的四川蠶桑業〉，《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6（台北，1987.06），頁

41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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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發展，總督府進行臺灣地形氣候的調查與蠶業試驗，蠶業獎勵變化，蠶

業統計數據及影響蠶業發展相關因素之分析，對於了解 1895-1930 年間臺灣

蠶業發展始末，是十分具參考價值的書籍。可惜該書時間斷限僅到 1930 年，

對於 1927-1945 年臺灣蠶業發生絲繭生產轉變至蠶種生產的重大變化無法提

供資料，僅提及日本內地製種業至臺生產蠶種的趨勢，未有後續敘述，是為

可惜之處。不過，書中記載日人對臺灣蠶業之看法及分析，對於了解日治時

期官方對蠶業發展的企圖與做法，可從書中見端倪。 

何素花〈臺灣蠶業之發展-日治時期殖民經濟事業之一〉，32內容說明日

治時期蠶業的發展史及經營型態內容之轉變。可提供戰前臺灣蠶業之發展概

況，對於戰後臺灣蠶業經營之背景及基礎有所瞭解。而其另一本著作《客家

婦女與苗栗地區蠶業之發展》，33從台灣地區之養蠶重鎮－苗栗大湖地區，探

討該地農村婦女的廉價勞動力利用，發展養蠶農村副業，研究日治時期總督

府如何提升女性勞動力的貢獻，從中可見日治時代總督府對發展蠶業之政策

及推廣策略，對於研究日治時期婦女角色的轉變，也提供參考資料。這兩本

著作，對於戰前台灣蠶業之研究，提供參考資料佐證。也說明台灣蠶業之企

業化始自日治時期，台灣蠶業由製繭事業轉向製種事業的改變，34總督府政

策對台灣蠶業之影響，對於戰後台灣蠶業研究，可提供比較變化之素材，有

助於釐清政府政策在台灣蠶業之影響力，及蠶業由農村副業至企業化經營演

變的探究，至於戰前與戰後台灣蠶業之發展軌跡，有類似之處，但同中有異，

值得吾人深入研究。35 

 
32何素花，〈臺灣蠶業之發展-日治時期殖民經濟事業之一〉，《臺灣史料研究》， 22，頁

72-111。 
33何素花，《客家婦女與苗栗地區蠶業之發展》（台北：行政院客委會，2003）。 
34何素花，〈臺灣蠶業之發展-日治時期殖民經濟事業之一〉，《臺灣史料研究》，22，頁107-108。 
35戰前與戰後的臺灣蠶業之相同處為：政府政策居於指導性地位，均有繭類分級標準與收購

價格訂定；蠶業改良場是主要負責機構；治絲業在臺灣始終無法大規模發展；臺灣蠶業之

出口都以日本為主等。相異處為：戰前台灣製種業，是日本民間參與帶動，與戰後仍由政

府主導不同。戰前蠶業發展是以利用農村剩餘勞動力為出發點，補充日本蠶業需求，及配

合理蕃政策推動，但戰後蠶業發展除擴大生產、增進農民收入外，並設置「蠶業生產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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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源水、陸錦標、朱永康三人合著《臺灣之蠶業》，36台灣省政府農林廳

蠶業改良場編著之《臺灣蠶業》，37提供日治時期至光復初期臺灣蠶業經營之

概況，內容包括日治時期蠶業之變化、光復後蠶業之接收、臺灣蠶業之介紹、

復興臺灣蠶業三年計畫等，對於光復初期臺灣蠶業之變化，能提供完整的資

料，對於探討戰後臺灣蠶業由衰退沒落至回復戰前產量之數量變化及政策規

劃推行，有所助益。 

楊玉滿《臺灣蠶絲業之改進與發展》說明 1945-1979 年間臺灣蠶業發展

情況，包括蠶絲業專業區的設立緣起、臺灣蠶絲業之分佈、蠶絲業之教育、

產銷、改進與擴展等。38不過，內容只侷限於當時，即 1979 年之前蠶絲業之

狀況介紹，並未做進一步深入之分析，且成書於 1980 年，未能提及 1980 年

之後臺灣蠶業狀況與變化，而此時期是臺灣蠶業由盛而衰的關鍵變化時期，

未能說明 1980 年以後之蠶業變化，是該書的不足之處。 

而余錫金 1997.09〈本省養蠶業之回顧與展望〉，《蠶蜂業推廣簡訊》及

2002.02〈臺灣蠶業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科學農業》二文，說明戰後臺灣蠶

業之變化與發展。不過其文內容簡略，只能從中瞭解臺灣蠶業發展之概況，

無細微之處說明。但該二文中之附註，可提供研究臺灣蠶業發展的參考資料

出處，有助於臺灣蠶業研究。 

另外，在《豐年》雜誌有許多散見的臺灣蠶業論述，內容多屬於栽桑養

蠶技術方面之介紹，及推廣蠶業之宣導。尤其在 1972-1980 年間，更是蠶業

論述及宣導文章之高峰。究其作者，多為蠶業改良場之人員，未見民間業者

或是學術研究機構人員，可見臺灣蠶業研究及推廣之單一性。且論述多限於

農業生產方面，未見工業繅絲之相關論述，從中可窺見臺灣蠶業農工發展之

不協同，而此因亦是臺灣蠶業沒落之重要原因。 

 
區」，欲發展蠶絲產製銷一貫體系，配合紡織工業發展。 

36謝源水、陸錦標、朱永康，《臺灣之蠶業》。 
37台灣省政府農林廳蠶業改良場，《臺灣蠶業》。 
38楊玉滿，《臺灣蠶絲業之改進與發展》，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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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身為臺灣總督府養蠶所的蠶業改良場，是臺灣蠶業發展的指導中

心，對於戰後臺灣蠶業影響深遠。而該場所出的《蠶業推廣簡訊》，後來更

名為《蠶蜂業推廣簡訊》、《蠶蜂業專訊》，是蠶業推廣與報導的定期性刊物。

由雜誌名稱變化，可從中探尋蠶業改良場的組織變化，乃由單一的蠶業改良

場，至蠶蜂業合併，顯見蠶業的沒落及蠶改場的任務變化。而該雜誌內容則

多為蠶業的相關研究。如：栽桑、養蠶之技術研究，桑樹病蟲害防治、蠶病

防治、蠶業發展宣導事項及成果介紹等。可瞭解蠶業改良場在台灣蠶業所扮

演的角色及其貢獻。但該雜誌對於臺灣蠶業產銷情況著墨不多，顯見蠶改場

對蠶業偏重生產技術改良及成本降低，對於產銷方面，力有未逮。甚至遲至

在民國七十年（1981）後，才因原料繭無法出口，設置加工課，但為時已晚，

對臺灣蠶業幫助甚小。且對於工業繅絲、紡織的研究較為欠缺，是其不足之

處。 

而蠶改場於 1990 年出版之《臺灣蠶業統計要覽》39，是蠶業生產統計之

專著，雖資料多來自於臺灣農業年報統計數據，且生產紀錄年限為 1973－

1989 年，也就是自蠶業生產專業區之後，至廢耕桑蠶前之生產數據。此階段

為臺灣蠶業變化最大的時期，因此，要覽提供之數據有重要參考價值。該要

覽除提供此時期的蠶桑生產資料外，尚有蠶種、蠶繭、蠶絲生產及進出口統

計、各蠶期蠶繭收購價格及栽桑養蠶之計畫目標與生產實績比較等。這些統

計數據需參閱多項資料且不易獲得，此書提供已整理及難得之統計數據，可

節省蠶業生產數據之找尋。不過仍須比對統計資料，了解是否有傳抄錯誤之

處。蠶業研究者可利用此生產數據資料，進行蠶種、蠶繭生產變化的探討，

明瞭蠶業生產變化情況。由生產數據之變動，說明蠶業生產之變化，從而說

明蠶業之再興與沒落。 

蠶改場另於 1997 年出版之《臺灣省蠶蜂業改良場機關志》40，內容始自

日治時期至光復後的歷史沿革，且出版時間在廢耕桑蠶之後，完整包括戰後

 
39台灣省蠶蜂業改良場，《臺灣蠶業統計要覽》（苗栗：台灣省蠶蜂業改良場，1990）。 
40台灣省蠶蜂業改良場，《臺灣省蠶蜂業改良場機關志》（苗栗：台灣省蠶蜂業改良場，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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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蠶業發展時期，是戰後臺灣蠶業出版年限最晚之參考書，可謂戰後臺灣

蠶業之總結。可籍由該書內容，窺見戰後臺灣蠶業發展之演變軌跡。但該書

有關蠶業內容僅為略述，是為可惜之處。且蠶業生產數據不足，僅 1973－1981

年有較完整之生產資料，其他年代之蠶業生產資料闕如，無法提供完整參

照。該書最有價值之處在於提供約 60 餘張關於栽桑養蠶之照片，是珍貴的

史料，也為本文所引用。另外，附錄有蠶業法規，是其他參考資料所無，亦

為該書特殊之處。 

臺灣省農林廳所出版之《臺灣農業年報》提供戰後臺灣蠶業生產數據，

可資提供臺灣蠶業生產數量之變化，再參酌相關資料，綜合比較及論述，從

中探討本地農民生產意願變化？什麼原因導致變化之產生？是收購價格、栽

桑養蠶技術或是其他因素？是政府推廣、補助及發展策略的政策影響與改

變？還是世界蠶絲價格變動與臺灣蠶業生產之關連性？期望藉由探討此類

問題，找出答案，進而勾勒出戰後臺灣蠶業發展之軌跡變化。 

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983 年起開始編輯之《臺灣農產貿易統計要

覽》，提供 1977-1992 年的蠶業進出口資料，並有進出口地區及數量統計資

料，對於蠶業外銷數據分析有助益。並可與臺灣農業年報之蠶業數據作比

對，探討蠶繭外銷所佔蠶業生產比重及其變化。從蠶業外銷數量與品項變化

分析，可得蠶業轉型與為何無法持續經營之因，及蠶業面對困境、如何因應

改變與改變後結果。惜此項貿易統計並未含括蠶種外銷，故無法藉此與臺灣

農業年報數據比對，亦無法確切知悉蠶種外銷之國家與數量。且該要覽之生

產資料僅有 1977 年之後的蠶業生產資料，未有之前資料，亦為不足之處。

不過，該要覽所提供之數據資料，對於蠶繭出口日本之數量變化，與瞭解蠶

業進出口之面貌，仍能發揮功效。 

國史館藏之政府檔案與臺灣蠶業有關的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農林廳

蠶業改良場接管房地〉，內容說明光復初期接收日人資產狀況；41台灣省政府

 
41檔案之目錄號案卷號為275-1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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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廳〈蠶業產銷〉、〈桑蠶保護〉檔案，從中可找出有關蠶業產銷情況之資

料；42台灣省台中縣政府〈推廣蠶業〉之檔案，有推廣蠶業資料；43農委會檔

案〈蠶業生產專業區〉檔案，44說明蠶業生產專業區推廣事項，如：繭價收

購價格的訂定協調、蠶農貸放款、幼蠶共同飼育、絲廠收繭的區域劃分與爭

執、蠶業基金的徵收等。這些政府檔案提供參考資料，可對蠶業生產專區推

廣時期的種種協助發展事項有所了解外，另可對當時蠶業農工協同不佳，以

致於只有乾繭外銷，而無生絲外銷的狀況，亦可從檔案中找出端倪。而政府、

絲廠、蠶農、蠶改場這蠶業發展四要角的互動與變化，由政府檔案中的公文

往返和會議記錄，可提供本文論述及探究問題的重要依據。 

此外，財政部統計處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進出口貨品分類統計》雖

曾經歷數次更名，45 但可從中查找 1964 年以後的臺灣進出口資料，對於研

究早期有關蠶業之進出口狀況有所助益。唯一美中不足的是，該統計自 1972

年後，在農業方面僅有業別統計，未有分類細項統計，無法細查此時關於蠶

業進出口資料，而《臺灣蠶業統計要覽》及《臺灣農產貿易統計要覽》只有

1975 年之後的蠶業進出口資料，產生 1971-1974 年蠶業進出口資料之斷層。

對於研究蠶繭何時開始出口及出口演變問題，有所阻礙。 

由上可知，關於戰後臺灣蠶業之研究，實屬不多，多是概況之介紹，且

無以戰後臺灣蠶業發展為主題之學術論文，有關臺灣蠶業最完整的論述應屬

楊玉滿《臺灣蠶絲業之改進與發展》，但其著作仍是概況之敘述，並未提及

蠶業發展之階段性與轉變，也欠缺時間縱深之論述比較。所以本文以戰後臺

 
42檔案之目錄號案卷號為562-1 025、026、037、086。 
43檔案之目錄號案卷號為413-586、800。 
44檔案之目錄號案卷號為316-0272、0299、0303、0339、0385、0429、0463、0507、0562、0585、

0679。 
45財政部統計處所出版之《中華民國臺灣進出口貨品分類統計》，第1-18期（1964.1-1965.6），

為月刊形式發行；於1965.9更名為《中華民國臺灣區進出口貿易統計》，變為雙月刊，第1-12
期（1965.9-1967.7）；於1967.9更名為《中華民國臺灣進出口貿易統計（雙月刊）》第13-18
期（1967.9-1969.5）；又於1969.7更名為《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統計月報》第19-39期

（1969.7-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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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蠶業為題，以 1945－1992 年為時間斷限，說明近四十年來臺灣蠶業之發

展與轉變，將可補足此時期與楊書缺漏不足之處，應能對戰後臺灣產業之研

究，提供助益。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研究方法採一般的歷史研究法，擬使用包括中華民國農委會、臺灣

省政府農林廳、財政部統計處等政府部門檔案與資料，蠶業相關之各種農工

商類期刊、專書、論文、報紙、傳記、回憶錄等資料來撰寫本文。訪談苗栗

農業改良場林洋三課長，46補充及釐清戰後臺灣蠶業之變化，蠶業改良場本

身所扮演之臺灣蠶業指導、規劃者之角色，及兩者之間之互動影響。參考農

林廳所出的《台灣農業年報》、蠶改場所出的《臺灣蠶業統計要覽》、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編輯的《臺灣農產貿易統計要覽》及財政部統計處所出的《中華

民國臺灣進出口貨品分類統計》等資料，分析臺灣蠶業的產銷數字，勾勒出

臺灣蠶業產銷形貌。 

本文共有五章十五節，除第一章緒論與第五章結論外，中間三章分別以

時間為主軸，從明鄭時期的濫觴，清領時期的提倡，日治時期的獎勵與推廣，

乃至於戰後臺灣蠶業的變化與結束。從蠶業的技術改良推行、生產量變化、

蠶業生產專業區之實施及蠶繭外銷轉為蠶種外銷之變化等面向，探救臺灣蠶

業的興衰與發生原因。 

本文內容說明如下： 

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內容為提出本文研究動機、前人的研究回顧與檢討、重要史料

 
46林洋三，1943年生，新竹縣人，國立中興大學植物病理研究所碩士，於1969年進入蠶改場

服務，曾任蠶改場技正兼栽桑課課長、副研究員兼代秘書、研究員兼代秘書，現為研究員

兼代環境課課長。親身參與蠶業生產專業區規劃、執行，並曾於豐年雜誌發表多篇蠶業相

關文章，且為《臺灣省蠶蜂業改良場機關志》之總編輯，是碩果僅存的幾位仍在臺灣蠶業

崗位服務的資深研究人員。筆者於2006.04.24與2007.11.12兩度向其請教有關戰後臺灣蠶業

發展及蠶業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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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介紹、各章節內容說明。另外，對於蠶業之工序、使用之名詞及相關界定，

均在此章節加以說明與界定。 

第二章   台灣蠶業之沿革 

第一節  台灣蠶業之發端 

第二節  日治時期的蠶業 

本章主要說明臺灣蠶業的源起與發展經過，主要是以時間為脈絡，以戰

前台灣蠶業之沿革與發展為說明重點。從明鄭時期的引進，清領時期的織物

進口，官員提倡養蠶，及劉銘傳時期撫墾局的倡導與推動，說明蠶業在日治

時期之前，雖有蠶桑之事聞，卻無大規模之營利化經營。日治時期臺灣蠶業

的開展，是想利用臺灣擁有蠶業良好天然環境之優勢，配合殖民母國的蠶業

需要，協助奪取或競逐世界蠶絲市場。由日本臺灣總督府規劃，從少數之試

驗飼養，進而至推廣獎勵，配合山地理番政策，推廣山地養蠶，直至民間局

部地區自發性養蠶，由蠶繭生產轉為蠶種製造等一連串變化，說明日治時期

蠶業已進入規模性生產，相關蠶業試驗機構和政策法令的訂定，均為戰後臺

灣蠶業承繼與延續。由蠶繭之生產轉變至蠶種的生產，與戰後臺灣蠶業之轉

變有雷同之處，可分析其原因。而當時臺灣蠶業的工業繅絲、製絲的缺乏，

亦在戰後臺灣蠶業顯現。可提供戰後臺灣蠶業發展的比較素材。 

第三章   戰後台灣蠶業發展 

第一節  復甦期：1945-1956 年台灣之蠶繭生產 

第二節  低迷期：1957-1972 年台灣之蠶繭生產 

第三節  振興期：1973-1980 年台灣之蠶繭生產 

第四節  轉型期：1981-1992 年台灣之蠶種生產 

本章說明戰後台灣蠶業各時期的變化，以蠶繭產量與政府政策為依據，

採蠶改場第十二任場長謝豐國之戰後臺灣蠶業分類。47探究戰後臺灣蠶業之

 
47見謝豐國，〈光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上）〉，《蠶業推廣簡訊》， 1，3-4：謝豐

國，〈光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二）〉，《蠶業推廣簡訊》， 2，3：謝豐國，〈光

復四十年來台灣蠶業的發展（下）〉，《蠶業推廣簡訊》， 4，3-4。而本文之戰後臺灣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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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 

從二戰後接收日治時期蠶業機構與設備開始，到恢復日治時期蠶業生產

規模的蠶業三年復興計畫，及與大陸蠶業合作生產蠶種對臺灣蠶業的影響，

說明戰後初期的臺灣蠶業的發展。而產繭量與養蠶農戶的增加，顯見此時期

的臺灣蠶業，已從承繼日治時期之基礎，開始逐步發展出臺灣蠶業自主化。 

自 1961 年開始，蠶繭生產量雖未大幅增加，總維持在十多萬公斤左右，

反映出利用野桑養蠶、農家副業經營型態的極限。而此時期的蠶業技術改

良，為日後蠶業生產專業區奠下基礎。其中集中栽桑養蠶試驗之成果良好，

進而促使蠶業生產專業區之實施推動，因而締造 1970 年代臺灣蠶業輝煌的

外銷成績。 

1973 年蠶業生產專業區的推動，改變了利用野桑養蠶的傳統型態，使蠶

業進入集中栽桑養蠶的規模化經營。蠶農藉由生產契約簽訂，與分區契約絲

廠建立連結與保價收購，蠶改場又推動大規模的蠶業技術改良，使蠶繭生產

量大增。加上此時日本又因欠缺蠶繭，大量進口臺灣蠶繭，締造蠶繭外銷盛

況。也因蠶繭能直接外銷，對於台灣蠶業工業發展及沒落埋下隱憂。 

1980 年代因日本實施蠶繭事前進口確認制，使得輸日蠶繭受限，造成栽

桑養蠶減少，加上人工成本高，因此蠶業規模日漸縮小。蠶改場雖有蠶業加

工研究，但為時已晚，無法建立蠶業加工體系。此時雖有蠶種外銷興起，但

仍屬曇花一現，臺灣蠶業因規模過小，從業人員少，加上產業無競爭力，最

後於 1992 年以「蠶業基金」一次補助廢耕桑蠶，劃下臺灣蠶業的休止符。 

第四章  戰後台灣蠶業產品外銷 

第一節  台灣蠶繭與生絲之進出口（1945-1992 年）  

第二節  台灣蠶種外銷（1945-1992 年）  

本章主要探討臺灣蠶業之外銷情況。從生產數字的變動，了解蠶繭生產

量與外銷量變動的發生原因及其互動變化。從蠶繭外銷到蠶種外銷的轉變，

 
業分期，是個人採用謝豐國分法，略為更名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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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臺灣蠶業農業生產、工業治絲、商業銷售之不協同，從而說明探討臺灣

蠶業沒落之因。 

第五章  結論 

將本論文各章節所得結果，作一綜合性之論述，並將探究所得及原因分

析做一陳述，以說明戰後臺灣蠶業的變化情況。 

第四節   研究範圍界定與名詞說明 

本文的研究地域限定於臺灣本島，不包含離島地區。時間斷限從 1945

年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接收日本在臺資產開始，當時是由台灣省行政長官公

署農林處派員接收日本在臺蠶業機構，委由農林處蠶業改良場48規劃全台蠶

業復興工作，至 1992 年政府以「蠶業發展基金」一次補助農民，全面廢耕

桑蠶為止。 

蠶業限定為家蠶，不包含實驗性質的天蠶、蓖麻蠶等。而蠶業工序依序

為栽桑、育種、養蠶、取繭繅絲、製絲、衣物織造等。本文提及之蠶業，實

為栽桑、養蠶與蠶絲加工之總稱。 

栽桑範圍包括桑樹品種之選擇與培育，桑條的嫁接、扦插與壓條方式，

桑樹栽植與桑園類型，桑樹樹型養成與採收，桑樹病害及蟲害防治等。 

育種則是將不同品系之蠶種予以雜交，再從中選取符合幼蟲體質強健、

溫度適應良好、單位產繭量高、蠶繭繭層率高、繭絲性狀優良等優點之蠶種，

使之繁殖，提供蠶農養蠶之用。 

養蠶部分，蠶兒自卵至蛹，需歷經孵化、成長、吐絲結繭、化蛹、成蛾

等階段。當蠶蛾產卵後，讓蠶卵保持在一定溫度內，使其胚胎形成，再以人

 
48蠶業改良場可溯自1902年台灣總督府於大加蚋堡頂內埔（即今台北市公館）成立之「桑苗

養成所」，1913年改為養蠶所，1945年併入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農林處養蠶所，1946年5月
改名為蠶業改良場。見林俊彥，〈從蠶業改良場到苗栗區農業改良場（上）〉，《蠶蜂業

專訊》，22（苗栗，1997.09），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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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式控制溫度，使蠶卵配合養蠶準備工作時間再行孵化，稱為催青。49而

蠶卵經催青處理，約 10-14 日即可孵化。剛孵化之幼蠶，蟲體成黑色，體表

有許多細毛，形似螞蟻，稱為蟻蠶。蟻蠶經給桑 3-4 日，就會停食，準備脫

皮，稱為眠。從吃桑至脫皮，則稱為齡期。一般而言，由蟻蠶而至蛹，需要

經歷四次脫皮而成蛹，也就是需經四次眠期，因此臺灣養蠶飼養的是五齡

蠶。養蠶時程由蟻蠶給桑 3-4 日，停食脫皮，需一日入眠（一眠）脫皮，成

為二齡蠶；二齡蠶食桑 2-3 日，經一日入眠（二眠）脫皮，成為三齡蠶；三

齡蠶食桑 3-4 日，經一日入眠（三眠）脫皮，成為四齡蠶；四齡蠶食桑 5-6

日，經一日許入眠（四眠）脫皮，成為五齡蠶；五齡蠶食桑 6-8 日，就準備

吐絲結繭。由蟻蠶而至五齡蠶，體長約增加 25 倍，體重增加一萬倍。50而一

至三齡蠶又稱稚蠶，四至五齡蠶稱壯蠶，由蟻蠶而至吐絲結繭，約需時 25

日左右。 

吐絲結繭，當五齡蠶停止食桑後，體色呈現淡黃色時，需將蠶移至粗紙

所製成之簇，使其吐絲，將自體包圍起來，稱為結繭，此階段需經兩晝夜方

能完成。 

一般而言，養蠶農家只會等至吐絲結繭完成，就停止後續化蛹成蛾階

段。並將蠶繭交與絲廠，進行繅絲及後續製絲、衣物織造工作。 

 
49盧英權，《養蠶學》，頁119。 
50盧英權，《養蠶學》，頁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