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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地處熱帶與亞熱帶氣候的臺灣，農業長久以來是產業發展的基礎，也是台灣

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型態。其中關係著亞洲糧食生產的稻作農業，是日治時期農民最

重要的農作活動之一。1901-1903年間，全島有五分之四的耕地是用來栽植稻米，

1939年仍有三分之二的耕地種植稻米。1但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臺灣稻米的生

產必須配合殖民母國的糧食需求，以及日本市場的要求，包括日本人的食米習慣

等。本書即以臺灣稻米移出日本的商品化脈絡，加以探討農會這一官方組織，在農

村社會米作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農會」與「米作」是本書論述的兩大軸線，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 馬若孟，《臺灣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陳其南、陳秋坤譯（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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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區域產業史的角度，將研究區域定為「臺中地區」2。除了臺中的氣候與土質

是稻作發展的良好環境之外，3著名的「臺中65號」米種是由臺中州農事試驗場所

研發出來的，是蓬萊米推廣上的重要品種。研究時間則是以1902年臺中地區的第一

家農會--彰化農會的成立為始，到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本書共分為七章，略如表

1：

表1：《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章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五章 農業科學化的推動

第二章 米作發展與農會的成立 第六章 稻米商品化及流通

第三章 組織及其運作 第七章 農會與米穀統制

第四章 臺中地區的米作改良 第八章 結論

由上可知，在「農會」與「米作」的交互作用中，關係著臺灣農業現代化與科

學化、稻米的生產與流通操作，以及殖民經濟下的米穀統制等。

李力庸，臺灣雲林人，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私立萬能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以及擔任蒙藏委員會《蒙藏之友》的編輯，目前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副教授。其研究專長主要在於臺灣農業發展史，相關著作則有〈由《水竹居

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的米穀活動〉、〈《臺灣農事報》與其糧食論述〉、〈正米

市場與米穀商人（1924-1939）〉、〈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米穀的生

產與流通〉等多篇論文。4

1990年，作者完成其碩士論文〈中央農業試驗所與中國的農業科學化〉。研究

中，作者認為中國農業科學化推動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基層推廣組織的不健全，造

成技術無法下鄉，從而引發了作者對臺灣農會組織影響農村生產甚至推動綠色革命

的研究興趣，而將研究重心轉向臺灣的農業。2001年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作者即

根據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加以修改與

潤飾之後出版此書，研究目的是想要透過對農會組織運作的了解，找出日治時期的

農會與臺灣農業發展的關係。（頁2）

2 「臺中地區」是以1920年9月地方制度重新改變之後的臺中州為區域範圍，即今臺中縣市、彰化縣市，以及

南投縣市。
3  臺中地區年平均溫度21.6℃，4-8月間多雨，9-3月為乾燥期，雨旱季明顯，稻作年可二熟；土壤則是屬於適

合稻作的粘板岩質沖積土，有機質高。（頁92）另外亦可參考張彩泉總編，《臺灣稻作發展史》（臺灣南

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1999年），頁260-261。
4 關於作者的相關資料，可參考http://www.ncu.edu.tw/~hi/chinese/history04_8.htm，檢索日期：200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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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書主要內容

本書主要的研究旨趣是以臺中地區農會做為研究主題，探討其在日治時期稻作

改良、商業流程（生產統制和運銷等）與經濟統制的中介角色，也就是總督府與農

民之間轉譯功能的探討。

一、農會的地位與功能的演變

日治時期臺灣農會的成立是受到日本農會經驗的影響，且引進臺灣的過程是具

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想利用會員中地主與地方商人的社會地位，幫助殖民政府安

定社會以恢復社會的生產力，包括1902年成立的彰化農會亦是正逢社會秩序開始走

向安定。但在1908年12月以後，農會才根據總督府公布的「臺灣農會規則」，確立

公法人資格，使其具有強制農民入會及繳費的權力。如此，農會可以有更充裕的資

金，例如臺中因為農業人口眾多，會費即成了主要的經費來源。（頁79）

基於殖民統治上的需要，農會的法律地位逐漸被提高。從1908年的州廳一級制

到1938年的州廳農會與台灣農會的二級制，乃至於1944年為加強控管農業經濟，成

立統合各種農業團體的三級制「農業會」，5其層級包括市街庄、州廳與總督府；

並由台灣總督任命台灣農業會的會長。此時，臺灣農會雖因應農業會的成立而解

散，但昔時農會的統制功能卻在農業會的中央地位中更加擴大其業務範圍，統籌更

多的農業資源以調度戰時的相關物資。

從農會組織的三級發展來看，日治時期台灣農會主要是由官方主導設立；並在

法制化之後具有強制入會的權力，使農會具有公權力的性格，不但是臺灣總督府的

附屬機關，也是農業資源的獨佔機關。農會在國家政策中的主要功能便是確保糧食

與軍用物資的充足，並未充分照顧到農民的需求與期望。6

二、稻作改良與農業科學化

由於臺中地區得天獨厚的稻作環境，加上農會的運作，除了促使了稻作農業

的發達，也使得米作改良得以在臺中地區順利的推動。不但積極於在來米的改良，

「臺中65號」的交配成功更將蓬萊米的種植推向高峰。日治時期的米作改良分為兩

5  農業會所統合的農業團體包括農會、產業組合、畜產會、山林會、青果同業組合、肥料配給組合、鳳梨同

業組合、農機製造公司之販賣部、糧食協會之全部業務。(頁52)同時亦可參考胡忠一，〈日據時期台灣產

業組合與農業會之研究〉，《農民組織學刊》第2期(1997)，頁73。 

6  胡忠一，〈日據時期台灣產業組合與農業會之研究〉，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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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10年到1925年是在來米改良期；1925年以後為蓬萊米推廣期。（頁92）

在來米的改良是在日本本土糧食匱乏的背景之下被推動起來的，而大規模的改

良關鍵則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目的是要減少外來米所導致的外匯損失，臺灣米的

改良便是在此一背景之下，因應日本的糧食市場而發展。臺中廳農會與南投廳農會

分別從1910年及1911年至1925年止，實施了4次的在來米改良事業。（頁102）

然而，以殖民經濟的角度來看，純化在來米的重點是要找出符合日本人口味的

圓形米作為重點，這也是在來米改良最難突破的困難。由於在來米的改良策略集中

在選種、育種、浸種等等步驟，顯得曠日費時又大費周章，縱使產量有所增加卻仍

然有品質上的疑慮，加上當時民意與輿論的反應，使得在來米的改良後繼無力，例

如臺中州廳的米種改良費在農會的總經費中於1919年呈現銳減。（頁112）

面對在來米改良的瓶頸，包括日本技師磯永吉在內的許多官方看法，都認為

臺灣米不但無法滿足日本人的體質與營養要求，且品質不利於稻米的商品規格化進

程，因此對於移植日本米種則是顯得躍躍欲試。1899年起，臺北農事試驗場分別自

九州、鹿兒島等地引進日本品種，在試驗過程中逐步擴大試種面積；並在品種改良

之後，種植地理逐漸向南發展至新竹州、臺中州，栽培面積也在1922-1924年間成

長60倍。此一改良米種不但突破在來米純化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受到日本市場的歡

迎，而被命名為「蓬萊米」。蓬萊米的改良被喻為臺灣的農業革命，其改革技術可

以說是超越在來米的改良技術，邁向更科學化的道路。

蓬萊米的利潤雖然超過在來米2-3成，且受到農民「狂熱」的歡迎，(頁115)，

但卻受到稻熱病的威脅而影響產量。1924年，臺中州農事試驗場以日本種的龜治為

母本，神力為父本進行雜交，於1929年培育出「臺中65號」，7改善蓬萊米的抗病

性。到了1938年蓬萊米的85％是由「臺中65號」單一品種所佔，使得「臺中65號」

成為蓬萊米的代名詞。（頁1）而臺中地區的稻作因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尤其是

在「臺中65號」問世之後，稻穀的收穫量大幅成長。

三、稻米的商品規格化

稻米成為一種現金作物，其發展過程主要可以分為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8生

產過程中的商品化進程主要是透過品質與產量的改良，使稻米符合米作市場的要

求（如前所述）。另外，根據凃照彥的分析則包括「種稻農家的規模及其階層結

構」、「本地地主與佃農關係的演變」，以及「米穀集聚的結構」等生產中的種稻

7  張彩泉總編，《臺灣稻作發展史》，頁194。
8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2008年），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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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9而在流通的交易過程中，農會的農倉設置與土礱間所提供的金融融通，都

關係著米穀在市場上的價值變化。殖民政府對臺灣稻米的商品操作，可以說是以國

家的統制政策介入稻米的生產與流通過程。

以生產過程而言，國家力量對稻米商品的質量管控，最主要是表現在米種的改

良事業上，其重點已如前述。而生產過程的改良所展現的經濟意義在於透過品種的

統一促使產品規格化，才能使大量供應成為可能，因而具有市場的支配力。10

就流通過程來說，除了在來米的生產品種與品質問題之外，臺灣米商對米穀

外銷亦缺乏品質管控的概念，以至於產生種種的弊端，包括等級鑑定、包裝與淨重

等等問題。（頁25）總督府於1904年頒布「輸出米檢查規則」，於輸出港口及主要

的產米地區設置檢查所，11 並開始擴及於地方各廳的廳外輸出米的「檢查組合」事

業。臺灣米在一連串的米穀檢查政策的沿革中，漸漸將流通市場上的臺米品質標準

化，使臺米聲價上揚。

除了利用政策執行臺米的品質把關之外，商品規格化的另外一個特徵是倉庫的

設立。臺灣農倉的設立除了提高稻米的貯藏品質之外，農會農倉亦代辦米穀的外銷

販賣，由於農倉米品質優良，受到日本消費者的青睞，有了外銷米的信譽，也受到

農民寄託的信賴，其中臺中、彰化、員林三個農倉的調製米，售價較其他地方來得

高。（頁184）

四、米穀統制政策

1920年代中期，由於米糖相剋的問題展開了長期的米穀統制歷程，米作受到抑

制。1937年中日戰爭之後的戰時經濟體制，在米自給率100.6％的統計下，米穀統

制以輪作以及代作的形式進行，臺灣的農業轉型至軍需產業的原料供應角色，（頁

208）米作依然受到控制。此時農會已被納入「國家動員體系的統治輔助機關」，

宣導輪作與代作。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日戰爭已經陷入膠著，米糧成為

戰力的命脈之一，農會受命成為糧食增產的指導機關。然而米作雖然受到鼓勵，但

卻限制其在市場上的流通。農會不但在南進政策之下執行輪作與代作的產業調整，

到了戰爭末期的1944年，總督府又另外設計了集農事團體於一大成的農業會擔任糧

食徵收的任務。（頁226）

除此之外，上述改良稻米流通品質的米穀檢查以及農倉的設立，雖然使稻米商

9  可參考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稻米商品經濟的發達〉一節，頁182-214。
10  張漢裕，《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1974年），頁378。
11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臺北：臺灣銀行，1969年），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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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更具標準化規格以利市場上的流通，但也是總督府統制米穀的經濟手段之一。總

督府除了利用移出管理限制臺米的輸日數量；並嚴格米穀加工、分級以及買賣品質

來抑制農民種稻的意願。而這一連串統制政策的副產品便是農會與產業組合倉庫的

普遍設立，例如1934年日本國內因前一年的米穀大豐收，造成過剩米的問題，從而

限定臺灣米必須儲存100萬石。除了補助設立農業倉庫以調節米穀供需，並且撥付

經費大力獎勵轉作。（頁207-208）

參、本書值得稱道之處

本書是作者一面任教，一面修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在許雪姬教授的指導下

所完成的博士論文；並於潤飾修改之後由薛化元教授推薦至稻鄉出版社出版。臺灣

農業史的研究誠如作者所言，已到了汗牛充棟的境地，雖說成果豐碩但大部分的研

究卻無法關照到歷史人文層面，且研究時間多集中於戰後。對農會的相關研究則是

著重在組織沿革及起源的研究，（頁3）因此要在其中另闢研究主題實需要一番心

思。以下則是略微提出幾點該書的優點，作為對作者經營該主題的一些回應。

一、主題的創新

在以「米作」作為探討區域產業史的主題之外，作者最主要是以農會作為稻

作發展的力量，也可以說是以一種雙重的主題來研究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稻米產業

發展史。關切的層面不僅僅是稻穀在農村的生產過程，也擴及到米流通的市場經濟

面向。殖民母國從在來米開始，即已開啟日本市場的商業化契機，市場上對米的要

求自然會影響到生產過程的修正與改良。而農會的角色不但是農民與地方政府，甚

至是總督府的轉譯與執行的角色，也是生產市場與流通市場的中介角色，例如當蓬

萊米的米作市場被開發出來之後，農會即擔負了推廣的任務；當農會成立農倉時，

「農會會在出售米穀之前也會預先市場調查，並為米穀寄託的農民作米市通報之服

務，讓其了解米價變動趨勢，以方便農民選擇販賣時機。」（頁184）這些都是強

調了農會在米作上的活動力。

就研究內容而言，除了闡明農會與稻米改良的關係之外，本書的另一特色是透

過農會與米作的關係，呈現出殖民地在政策強力干預下的農業經濟側面。特別是臺

灣的稻作經濟，必須根據日本的米市場，以及日資的需要作調整；並且經常因應日

本參戰的軍事需要，受到公權力的經濟統制。因此，儘管臺灣農業在日治時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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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革命性的變革，但並未相對地為農家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就如同日治時期臺灣

農會的成立亦不以農民的需求為目的。

二、國家政策的人民反應

本書雖然是以農會的組織演變來關照稻米的作物發展，但作者並不流於只是對

制度沿革的闡述，除了官方的制度、法令規則與政策之外，亦利用當時的報紙媒體

以及現代耆老的口述歷史來反映當時的民意與人民感受，例如在「在來米改良的瓶

頸」一節中，引述了1926年7月18日《臺灣民報》的一則評論：

向來各地農會所獎助的，不外是對於在來米種中的選種、浸種、播種等事而

已，並沒有實行獎勵基本的米種改良。所以三十年來的臺灣米作上卻沒有

甚麼進步。這個責任不是在乎農民，實是農會沒有指導獎勵的緣故。（頁

110）

另外，農會的推廣業務除了必須運用警察與保甲的威權力量介入外，亦透過

論文的徵文比賽來提倡農學思想與農學研究。1928年的臺中州農會成立了「農業經

營研究會」；並且將研究成果以講習訓練班的的形式開放給州郡市及農會的相關

職員、學校、會社人士聽講。（頁164）此外，透過對耆老張瑞茂（戰爭末期曾擔

任臺灣食糧營團臺中支部員林出張所業務員）的訪談紀錄來了解戰爭末期（1944

年），雖然二級制的臺灣農會在農業會成立後即行解散，但是「農業會的農業增

產、農產加工、農業調查研究等業務，實為農會機關的延續並擴大其業務範圍」

（頁227），以當時張瑞茂先生對農會功能的感受，作為了解農業會實質運作的參

考。

在論及農會的人事結構時，從臺中州廳農會評議員資料表、臺中地區農會人員

配置表（日人與臺人的人數統計）、臺中州廳農會地方委員等資料表可以看出，臺

中地區農會的人事特色是官廳色彩濃厚、與其他機關的流用比例高，以及臺人決策

參與的比率低。（頁76）尤其是1920年地方制度調整，取消廳參事制度之後，12具

有監督權責的農會評議員，便未再有臺人擔任，（頁62）臺人參與農會的職位僅剩

地方委員的人數較高。農會評議員與地方委員大多具有地主與產業人士的背景，例

如林獻堂、楊肇嘉等，顯示了總督府的動機是在利用地主與土著資本在農村的影響

12  1920年修正地方機關組織章程，廢除西部10廳，設置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參考《臺灣省

通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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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推動產業的發展。（頁89）

然而，這些地主、土著資本與知識份子最重要的活動是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

影響。以一個反對者的立場，表現在輿論方面的是對農會的批評，（頁138）而對

政策的反動則是來自米穀統制對米穀商的打擊。於是1932年起米穀制限反對運動開

始興起，林獻堂、楊肇嘉與劉明電是「臺灣米穀統制協會」的重要人物；並且赴日

請願。當時抗議的焦點是朝鮮、臺灣縮短稻作面積、農家生產費計算不公、輪作制

的適當性。（頁215）這些可以說是作者在論述農會與米作的關係時，不僅僅是以

政策面作為討論，亦思考到當時農民、米商以及知識份子在輿論與運動上表現出庶

民的實際看法。

三、農業現代性與農會殖民性的思考

從農會的職能演變中，作者雖然不是以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理論來解釋農業以及

農會的現代性與殖民性，但是透過作者對大量史料的綜合與分析，農業的現代性與

農會的殖民性自然是展現於字裏行間的敘述脈絡中。從稻米的品種改良到生產流通

的過程，以及配合日本米市場波動和戰爭動員需要的米穀統制，臺灣的農業與臺灣

的農民可以說是在農會的要求下，扮演一個配合帝國主義的角色。因此作者對馬若

孟以「非常適應」來描述農民對農會的感受提出了質疑，認為這是當時有讀寫能力

知識份子的體驗，因此有商榷之處。（頁246）再者，如同柯志明在《米糖相剋》

一書中所分析的：「殖民地經濟的商品化是以擴大生產日本市場所需的產品為其主

要動力。」因此：

農村之商品化，就生產而言，反映在自給的生產逐漸為市場取向的生產所取

代；就消費而言，則反映在農民生活支出中現金比率的增加。在1918年，現

金支出約佔米農生活支出的56％。……1937年時米農現金支出的比率也提高

到72％，顯示他們對現金的需求日增。13

另外，從執行面來說，農會甚至會動用警察與保甲的力量，促使警察具有「農

業警察」的性質，舉凡害蟲的驅逐、獸疫的預防、米種的改良，以及牛畜改良也是

警察的業務範圍。法制化後的農會更入駐警力，如1909年的臺中廳農會，9個支會

會長中有7位是臺中廳警部的警官。（頁153）

13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年），頁5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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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年的米穀統制歷史來看，總督府以米穀檢查、輪作制度、農倉設置、補貼

轉作以及獎勵輪作代作的一連串措施，著眼的是日本糖業資本扶植、調節日本米市

場的需求與價格、推動軍需工業以及管控戰爭米糧等等，幾乎是看不到農民的經濟

利益。

1934-1937年，總督府花了110萬日圓勸誘農民減產稻米，但在1906-1937年

間，投資在米穀生產的研究及行政費用是68萬日圓。（頁212）這中間的巨大差

異，可以看出總督府雖然透過農會使臺灣的稻米走向商品化的產品，但是稻米商品

的流通必須依據殖民母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前提。從農會與總督府的互動關係來看，

農會雖然賦予米作改良與商品化的現代經濟意義，但其威權的殖民性卻是無庸置疑

的。因此可以說： 

農會的設立，乃因台灣的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決策權，所以只能依賴總督府設

立農會，採取中央集權的方式來統籌農業資金。農會設立之後，即吸納原來

的小團體，而成為官廳的輔助機關。農會自會長以下的幹部全由地方官吏兼

任，接受總督府的指揮而運作。14

除此之外，在農業會成立之後，農業會成為「無法被取代的農民經濟統制機

關」，15包括糧食的增產與收購，肥料及生產資材的配給等。

四、對史料的廣泛蒐集

本書除了徵引《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文獻檔案之外，大量的引用《臺中廳

農會報》、《南投廳農會報》、《臺灣農會報》等雜誌性質的農會機關報，亦旁徵

《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以及《興南新聞》等報紙媒體。例如在1906年《臺

灣農友會會報》的3號中，刊載了新渡戶稻造以武士精神來提振重農抑商的學農風

氣，以鼓勵農事試驗場的講習生。（頁72）

除了相關的文字敘述之外，作者亦利用了許多的專門統計文獻，例如《臺中州

米統計》、《臺中州統計書》，以及農會的機關報等去歸納各個統計主題與曲線圖

的相關數據，使得書中不但呈現了大量的統計表格與資料表以外，更有豐富的史料

來源。而為了彌補文獻資料的侷限性，作者也訪問了與農村工作有相關經驗之耆老

的口述歷史，包括老農、農會工作者等等，除了縮小文獻呈現史實的侷限性之外，

14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頁112。
15  胡忠一，〈日據時期台灣產業組合與農業會之研究〉，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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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彌補市井小民在歷史上的聲音。（頁13）就如同作者會採集當時報紙媒體的評

論，作為一種表現民間意見的媒介。

 

肆、本書值得商榷之處

本書從稻作農業史與農會沿革的角度，探討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稻作發展；並

在主題的相互關係中，亦提出了日治時期農業經濟的一個剖面。對於探討殖民地時

代的農村經濟亦有其參考價值，且更接近農村社會的基層組織。但是在閱讀之後，

希望能提出幾點的意見以作為參考。

一、內容可再充實

雖說作者選擇日治時期的臺中地區農會作為研究主體，主要原因在於臺中地區

的農業發達，農業人口眾多，促使農會的規模較大，總督府對臺中地區的農會活動

亦相當的支持。臺中是日治時期米種改良的大本營，稻米生產的質量都具有指標上

的意義。（頁11）但在每一章節的討論主題都不免要對其區域之外的大環境背景予

以討論與介紹，因此在內容上壓縮了對臺中地區的探討，使得臺中地區的主題地位

顯得不夠明顯與豐富，例如在第五章與第六章討論農會倉庫與金融時，臺中地區所

占的篇幅稍嫌不足。但某種程度而言，是讓人間接地全面了解日治時期農會在米作

改良、商品化過程以及執行總督府米穀統制的角色與過程。因此，也可以說作者是

透過對臺中地區農會的敘述，提供一種驗證的可重複性，尤其是日治時期的中央集

權統治，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強調的是控制的一致性。

再者，誠如作者所言，臺中州的農會規模較大，主要是來自於農業人口高於其

他州廳，是否也應該列出農業人口、農地面積與稻米總產量的相關統計資料，提供

可驗證的資料。例如作者在第91頁即開宗明義地點出「日治時期的臺中地區，是臺

灣產米最多之區」，但卻在第107頁中出現「1922-1924年全臺灣以臺中州的稻米收

穫量最高。」臺中地區的稻米產量究竟是整個日治時期的最多之區，或僅是1922-

1924年的全臺之冠，應該加以釐清。16在上舉兩處敘述的相互矛盾中，若是作者可

以在產量上作出明確的排名，則應該提供確實的比較數據。然在無具體數據之下，

卻又出現前後不可解的矛盾。

此外，在討論農倉時，作者並未在農業倉庫之外也討論米穀倉庫在稻米儲存上

16  此處的敘述矛盾，要感謝審查人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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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畢竟米穀倉庫是專門的米穀儲藏。依劉翠溶〈日治後期臺灣合作農倉功能

試探〉一文來看，其指出：

米穀倉庫的倉容量雖較農業倉庫小，對於農家經濟的助長仍然發揮一定的作

用。例如臺中州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有七個米穀倉庫，……。這七個米穀倉庫

在第一期作共保管稻穀16,259,486斤，調製糙米102,808袋，販賣109,485袋。

當政府為了調節米價而需買米時，這些組合的米穀倉庫可供應三萬石。此

外，這些合作社米倉在調製過程中，平均比農會調製的多一斤，也就是說，

農會調製稻穀一袋（100斤）得米78斤，而合作社倉庫調製則為79斤。17

透過劉翠溶所舉出的線索，是否應該加以探討由合作社經營的米穀倉庫與農

會倉庫的相互關係及影響，除了金融方面的市場轉移之外，是否另有其他因素的關

係，例如總督府對產業組合政策調整，以及米穀倉庫對流通市場的影響。

二、對深層結構的再討論

在第七章「農會與米穀統制」中，提到了總督府利用嘉南大圳的的配水系統進

行米、甘蔗、雜糧三年的輪作，以達到米穀統制的目的，但是輪種的結果卻是臺南

州的稻作面積超過種蔗面積的1.18倍。作者引用凃照彥的說法，說明是日本政府無

法完全掌握地主制的關係，（頁210）重點在於農家經營的零碎性。18然而，作者並

未對清楚地介紹地主制的影響，本小節希望可以簡短地加以說明。

農家經營的零碎性就是所謂的「小農」階層。以全島性的角度來說，臺灣的土

地絕大多數是集中在小地主的手中（表2），19然而卻因為土地分配的零細化，使得

需要3甲以上經營規模的土地輪作控制，20似乎表現了結構上的困難。這除了暴露出

總督府在統制上的侷限性之外，也說明了農會作為總督府控制農業的工具，事實上

是無法完全針對農民的需要而運作，也就是農會缺乏一種由下而上的屬地性格，無

法了解當地農村的結構，以作適應當地的農業調整。

17  劉翠溶，〈日治後期台灣合作農倉功能試探〉，頁144-147。
18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111。
19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159。
20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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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臺灣農戶之耕地擁有狀況變化(佔總戶數百分比)

土地面積(甲) 1920年 1932年 1939年
1.0以下 64.08% 59.26% 64.09%
2.0-10.0 33.89% 38% 33.96%
10.0以上 2.03% 2.72% 1.95%

資料來源：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161。

三、校對與書寫問題

本書在校正方面實有不得不提出來的缺失，以正文248頁的篇幅來說，其錯字

即有14處，平均每17頁就會出現一處錯字，包括漏字、疊字等等問題。其中在第7

頁與第205頁當中，「米糖相剋」一詞都被誤植為「米穀相剋」，確實是需要更嚴

謹的校正來避免學術專業用詞的錯誤。此外，在第79頁與213頁的圖和表亦缺少單

位上的說明；第54頁的「臺中地區農會組織系統變遷圖」則是缺少了兩種虛線箭號

的說明，因此無法辨認其關係的不同處是在哪裡。

其次是作者在年代敘述的表示方法上，建議其在註釋中文獻資料出版年代上，

採用與正文相同的方式。也就是作者在正文中的年代敘述會以西元年作為統一，但

在註釋的文獻資料上卻未將日本紀年換算成西元年，以括弧附註於日本紀年之後，

而略有閱讀與對照上的不方便。

伍、結語

本書的研究主題，是以臺中地區的農會作為貫穿日治時期米作發展的主體，

猶如一條歷史的線索。循此線索而下，可以了解到日治時期的農會組織如何在國家

法令與政策下成長；並成為農村經濟與農業資源，以及稻作改良的推動機關。不僅

如此，區域農會的運作如臺中地區農會更孕育出堪稱為農業革命的蓬萊米。但在總

督府農業與米穀政策的更迭演變下，農會的功能與業務規模不僅逐漸擴大，例如倉

庫的設計與農業資金的貸放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執行總督府的經濟統制政策。因

此，即使台灣米是透過公權力的力量獲得了品質的改良與稻米商品化的現代經濟意

義，但其政策意義仍然脫離不了附屬於殖民母國的意味。

戰後，農會也是中華民國政府恢復農村生產、安定農村秩序，甚至是以農業發

展工業的要角，乃至於今日成為黑金與選舉的利益角力戰場，其意義的多重性值得

研究者深入分析。綜觀臺灣的農會史，自然還有許多的角度可以切入研究，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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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也就是臺灣的米作在日帝的殖民政策之

下，如何透過農會走向品種改良與因應日本市場所制定的的生產與流通過程，以及

經濟控制。因此，從農業經濟與殖民經濟的角度觀之，對農會角色的研究與了解，

確有其必要性。

總而言之，閱讀本書可以了解日治時期的農會如何透過法律程序階段性地加

強其官方性格；並且逐漸上升成為一個殖民政府控制島內農業資源的代行機關，從

而分析臺中地區農會與稻作的發展脈絡，以及作為米穀統制的推動地位。在研究成

果方面可供區域產業史、農會史、農村經濟史以及農業革命研究者作為一種參考。

然而在區域主題聚焦上仍稍嫌不足，對臺中地區農會與米作的著墨應該再深入地加

強，以其更符合區域產業史的特色與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