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素玢  博士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 
The Gene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Emperor’s Rice 

 

 

 

 

研究生：邱創裕 撰 

 

2016年 2月 

  



 

 

謝誌─寫在穿越時空之後 

 

  我是個食量很大的人，加上愛吃飯，常被戲稱為「飯桶」，其實我自己

也這麼覺得。小時候家裡有一塊田，跟著阿公巡水圳、在田裡玩耍、稻米收

成時的金黃稻浪，都是我成長的記憶。因為這個研究，讓我有機會重返稻田

的懷抱，還記得野外考察時，向晚淡紫天空下剛入眠的稻穗，鮮輾米穀的芬

芳，水圳流動跌宕的聲響，都一再觸動我的感官心靈，訪談過程中，從農民

口中聽到對米的自信及驕傲，彷彿也看見了臺灣農業的精神所在，所以，很

高興最後能做與「米」相關的論文研究。 

不過，寫了論文才知道自己資質駑鈍，又有許多劣根性，這段時間承

蒙許多人協助，方能順利完成，因此，我要謝謝我想感謝的每一個人，如果

我們心有靈犀，你一定知道我在說你。謝謝張素玢老師苦口婆心的指導，也

像慈母般的鼓勵我，甚至偶爾會跟我一樣，迫在眉睫時才趕文章。謝謝口試

委員林崇熙老師和蔡錦堂老師，尤其林老師總是給我不同角度的觀點，雖然

我沒有能力讓它在論文開出美麗的花朵，卻不斷刺激我對臺灣歷史文化的思

考。謝謝騏嘉在這段歲月的相互勉勵。謝謝儒柏給了我很多意見（雖然有時

不太認同）或是聽我長篇大論。謝謝大輔在我日本發表時給予的協助，咖啡

豆合你的口味吧？謝謝小西解決我許多日文問題，等你來臺灣再一起去金山

老街。謝謝乃文總和我有深入而廣博的交談。謝謝珈融建議我論文可以發展

的形狀，還有口考時做的檸檬塔。謝謝嘉伶學姊指導格式調整，並適時的安

慰我。謝謝蒲地長久的語言交換，以及不定期詢問論文進度。謝謝仲文的論

文，作為我的進度目標和參考。謝謝龍貓常打電話來分享研究經驗，供我借

鏡與學習。謝謝思寧幫我打聽消息。謝謝婷玉學姊關切我的論文，並照顧我

愛吃的胃。謝謝鳥，總是在線上聽我發牢騷。謝謝咪咪讓我玩樂和騷擾。謝

謝我的父母。謝謝腥蒂，要求我在謝誌中提到妳。謝謝ㄌㄌ的車，也謝謝你

的陪伴，給我許多甜蜜與哀愁。 



 

  這段時間生活在臺北，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多元魅力，這裡有最熱鬧的地

方，也有極安靜的角落，擁有流行時尚消費文化，也有生態保育自然山林。

尺度親切，可以用腳踏車穿梭其中，大眾運輸發達，擁有自由的移動選擇。

這裡有不同時代的痕跡留存，也有許多議題在城市裡發酵，繁華與破敗共

存，各種聲響頻率交織。臺北的人很多，彷彿所有人都能在它身上擁有立足

之地，又像所有人都可以是無足輕重的個體。 

  學了臺灣史，深刻感受到這個學科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它能解釋我們遇

到的現象和找出問題的根源。然而，在臺灣的歷史學卻不被社會重視，甚至

連內容都有所偏誤。歷史學的普及與推廣是重要的工作，除了民間與學界的

努力，更需要政府政策配合。期許未來臺灣人都能學習屬於我們的歷史，也

更能理解並真切地熱愛這塊土地。 

還記得表妹曾問我，學歷史可以幹嘛，我當時自以為帥氣的回答「可

以擁有穿越時空的能力；可以探索過去，了解我們的現在，而能思考未

來。」歷史教我用不同視野觀察這個世界，透過時間的縱深，事物折射出多

元的樣貌和內涵，現在回想，當時的話彷彿成為我研究的註腳。雖然這段時

間比起一般人長了點，也或許，這個能力我掌握的不盡良好，不過，在穿越

「天皇米」的時空之後，我想這個過程都能成為我生命的養分，也相信我可

以繼續善用這種能力，豐富人生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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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

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

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

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

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

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

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 1922 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

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 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

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

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

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

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

沉潛多年，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

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

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

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

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

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

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

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

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

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

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 

 

關鍵字：米、新嘗祭、殖民統治、社會教化、農業、文化產業、再現 

 



 

Abstract 
 

  Some of Taiwan-produced rice brands claim that they had been offered 

as a tributar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or even used as the daily stapl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ich have been taken as the promotion of 

brand sal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Emperor’s ri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xact execution of “New 

Grain Dedication” (新穀獻納)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rocess in modern times.  

 Taiwan’s New Grain Dedi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originated from Japan’s Niinamesai (新嘗祭), which means the New 

Autumn Harvest Celebration. In Japan, the Niinamesai ceremony is hosted 

by the Japanese Emperor in the royal palace, representing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wer he ha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has implemented 

State Shinto (國家神道, refers to the use of Shinto traditions and beliefs to 

support 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Niinamesai has become one the national 

holidays and festivals to unite the national citizens since then. Meanwhile, 

the nationwide New Grain Dedication has also launched to dedicate the 

grains harvested around the country to the royal palace. After taking over the 

dominion of Taiwa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started to 

implement Niinamesai. Nevertheless, the plantation of “dedicated grains” 

had only started from 1922, when the rice plantation had improv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the Extension of Japanese Proper and reward 

farming. In the late 1930s, as the war had become more treacherou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also restricted its food control and social education 

work over Taiwan. In addition to grain dedication,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plantation of Shinsen (神饌), the food and alcohol offering to the go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Grain Thanksgiving Festival both attempted to 

expand the worship of gods and ancestors and further encouraged rice 

production. Ultimately, the government even arranged Taiwan’s people to 

demonstrate their dedication in Japan, max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Grain Dedication to its peak.  

 The new grain dedication activity had come to its end along with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This histor ical fact had been buried 

for a long time and finally has been brought up for the representation after 

the weakening of the KMT’s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he boom of 

local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Emperor”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brand.”  In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t can be found that today’s 

representation Emperor’s rice is no longer to be the authentic grains that 

were dedicated to gods as in the history. Emperor’s rice has become an 

object used for brand marke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even a 

statement against land expropriation. Even so, the history can still prove the 

orthodoxy of Emperor’s rice, strengthening the product connotation and 

serving as the key to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o rice, 

such “Emperor” brands can also be seen in other industries. Different 

“leader brands” generate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of domin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market effectiveness.  

 From the New Grain Dedication and Shinsen with colonial educ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so-called Emperor’s rice 

brands nowadays, this study not only serves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ety, but its process also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provokes thoughts on how to 

face the past colonial rule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Keyword：rice、Japan’s Niinamesai、colonial rule、social education、

agriculture、cultural industries、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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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因參與西螺鎮公所的「新修西螺鎮志」編纂計畫，而有機會到雲林

西螺地區研究考察。西螺的物產豐富，稻米、蔬菜、醬油遠近馳名，尤其稻

米更是西部好米的代表之一。在和鎮長蕭澤梧先生初次會晤時，他熱情地拿

了一盒包裝米給我們，並說「以前西螺種的米，是獻給天皇吃的喔！叫做

「獻納米。」後來，鎮志編纂計畫的總主持人，也是我的指導教授張素玢老

師，在莿桐孩沙里社區接觸到另一個「將米獻給天皇」的「神饌米」，他們

不僅清楚能說出赴日本獻米者的姓名，其後代還保存當時受贈的「紀念胸

章」，因此他們認為孩沙里產的米，才是真正「獻給天皇吃的米」。這讓筆者

開始感到好奇，這些事情的真實性為何？日治時期臺灣真的有獻米給天皇吃

嗎？ 為了釐清西螺米「獻給天皇」的說法，我們到農會、到地政事務所詢

問，也訪談耆老、挨家挨戶打聽，另一方面，著手搜尋日治時期的相關資

料。這時也發現，全臺灣不少地方都流傳這種說法，並以此為當地米作宣

傳，更令我感到懷疑，臺灣真的有這麼多「獻給天皇的米」嗎？便興起我一

探究竟的念頭。 

  臺灣以稻米為主要糧食，各種品種、品牌、產地的包裝米琳瑯滿目，以

「日治時期進貢天皇食用」的說法作為文宣，似乎能傳達某種商品想像，在

眾多品牌中獨樹一格；也有地方社區便以「天皇食用的米」作為特色，標舉

「天皇米的故鄉」，不僅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認同核心，凝聚當地居民，並

吸引觀光客前來旅遊，推銷當地生產的稻米。賦予物品故事性，增添其附加

價值，是常用的行銷手法，原本在日治時期是天皇才能吃到的貢品，如今成

為一般大眾都能享用的美饌，或許令人興起購買品嘗的欲望。 

  基於上述種種，本文將市面上所販售的米，凡有「曾獻給天皇品嘗」或

類似說法者，皆統稱為「天皇米」，提出以下幾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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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皇米」的源起，探究這種說法的歷史真相，相關事務如何生成？ 

二、日治時期「天皇米」在臺灣施行的背景，運作情形以及發展過程。 

三、各地區再現「天皇米」的背景？如何藉由這樣的歷史塑造品牌形象？ 

也就是說，本文希望能夠釐清「天皇米」說法之歷史「實像」，也就是臺灣

是否曾獻米給天皇品嘗，又是怎麼運作？獻米給天皇代表什麼意義？為何許

多地方都流傳這種說法？另一方面，如此「光榮」的經驗，在什麼因素的推

動下，人們重新召喚天皇於稻米上再現？今天的「天皇米」又是呈現什麼面

貌？這些都是本文欲釐清的問題。 

       林崇熙在〈文化產業與文化商業化的辯證〉一文提出文化產業有五項特

質，其中「文化產業具有來自文化論述的後設建構性」，也就是透過歷史故

事、文化符號和文化論述，能將產業改造為文化產業，然而只重視資本利益

的產業行銷，脫離產業文化的脈絡，是今天文化產業所面臨的問題。筆者認

為，文化產業不能忽略真實歷史的背景，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的演變，若能透

過歷史學的研究詳細爬梳其歷史真相，並了解「天皇」如何在現代的米重

現，將有助於釐清完整的「天皇米」面貌，而同樣的研究模式，也能發掘其

它文化資產在當代的意義；另一方面，這樣的過程也能進一步引發我們重新

思考「殖民」對臺灣的影響，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觀。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本文所探討的「獻米給天皇」活動，在日治時期與日本國家祭典「新

嘗祭」有直接關係，現有研究中，唯一探討新嘗祭獻穀的專論，為周俊宇的

〈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該文即考

察臺灣「新嘗祭」的發展和新穀獻納事務的過程，祭典作為祝祭日的一環，

具有國民統合的目的，到了戰爭時期更演變成食糧增產的目的。這篇文章所

提出的觀點，提供筆者研究很好的參考視角，不過作者探討的重點在於祭典

的演變，因此穀物獻納的分析有限，也缺乏神饌的討論。1而臺灣日治時期

                                                      
1 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日本臺湾学会

報》（16，2014），頁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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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祭日的研究，還有岩口敬子的〈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

節日與儀式之研究〉，2論文開宗明義的指出祝祭日是國民統合的手段，臺灣

總督府透過節日和儀式的施行，讓民眾對國家認同明確化，當中雖然提及新

嘗祭及獻穀事務，不過文章主要以天長節及始政紀念日這兩個性質相異的例

子做說明。從這兩篇研究，可以確認臺灣的新嘗祭和新穀獻納是在「國民統

合」的框架中進行，然而新穀獻納的實行細節和規模，是筆者探討的重點，

這也影響今日「天皇米」之說的生成。 

新嘗祭源自日本古代稻米的收穫儀式，發展過程和牽涉層面與天皇權

力制度、日本宗教息息相關，在日本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原田信男的

《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闡述稻米如何成為日本飲食文化

的基礎，以及在天皇與日本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3岩波書店的《天皇と王

権を考える》系列，從生產、宗教、儀禮、藝術文化、性別、日常生活及人

類社會的象徵為切入點探討天皇，有全面而多角度的完整分析；4另外像高

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

也有許多皇室文化習俗和儀式的討論，特別是新嘗祭、大嘗祭的發展始末。

5新嘗祭典部分，1951 年成立的「新嘗研究會（にひなめ研究会）」，以新穀

獻納祭典研究為主題，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新嘗の研究》出版，至今已有

5 冊，內容除了日本新嘗的考察外，也有世界各地稻作儀禮、信仰的研究，

將新嘗祭置於世界文化的脈絡下，提供比較觀點的視角，6其它書籍如《大

嘗祭の世界》、7《天皇制の原像》等8。臺灣所做的研究部分，有楊永良的

《日本古代王権の祭祀と儀式》、陳忠宗〈律令国家における大嘗祭の研

究〉9、以及葉漢鰲〈日本の穀霊信仰と中国の古文化〉 10等，考察新嘗祭

                                                      
2 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書局，2011）。 
4 網野善彦等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全 10 巻〉》，（東京：岩波書店，2003）。  
5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東京：

校倉書房，1997）。 
6 にひなめ研究会編，《新嘗の研究 1 東アジアの農耕儀礼》（東京：創元杜，1953）；《新

嘗の研究 2 稲と祭儀》（東京：協同出版，1967）；《新嘗の研究 3 稲作と信仰》（東京：

協同出版，1988）；《新嘗の研究 4 稲作文化と祭祀》（東京：第一書房，1999）；《新嘗

の研究 5 稲の文化》（東京：第一書房，2003）。 
7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30。 
8 古橋信孝編，《天皇制の原像》（東京：至文堂，1989），頁 182。 
9  楊永良，〈律令国家における大嘗祭の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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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皇室儀典的演變，或者與中國古文化比較等。以上的研究都讓筆者能

夠釐清天皇制度與新穀收穫祭儀，也顯示兩者的緊密關係。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帶來國家宗教「國家神道」，新嘗祭、大嘗祭、神

嘗祭這三項「新穀收穫祭典」，也隨著國家神道開始推動。國家神道以國民

精神涵養為目的，也就是所謂的「教化政策」，目前關於「教化」或者「皇

民化」的研究相當多，日治宗教同化的研究，以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

湾の宗教政策》為首，完整爬梳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的發展，特別是進入

戰爭時期後推行一連串教化政策，強化國家神道的力度。11若從戰時「總力

戰」動員的角度，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殖民地臺灣的崩潰（上）》，

研究日治後期戰時體制對臺灣的全面動員，為了要確保臺灣人力的使用，改

變「人心」的教化工作於是展開。12本文所研究的新穀獻納乃伴隨著教化政

策同步運作，尤其 1920 年代開始的「同化」方針，更直接推動「天皇獻

穀」的展開，而戰時體制也激化獻納活動的內容，因此在精神教化政策方

面，本文以這兩本研究作為背景視野。 

  而同樣是天皇與教化的討論，井野川伸一的〈日本天皇制與臺灣「皇民

化」〉分析天皇體系的內涵，以及皇民化如何在臺灣延伸天皇的意志，卻又

呈顯出矛盾；13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14分析日治時期皇

族來臺視察的活動，論述皇族與人民的接觸、人民對日本皇族的觀感等，而

這樣的歷史經驗，產生跨越時空的影響，時至今日臺灣各地的觀光景點仍會

出現「日本皇族到此一遊」的宣傳，甚至有穿鑿附會的「太子現象」，同樣

是日治的歷史經驗於今日產生影響的事例，這篇論文對於本文所要討論的

「天皇米」具有對照的參考價值。 

新嘗祭作為稻米收穫祭典的農業本質，也受到殖民政府米穀政策影

                                                                                                                                                        
10 葉漢鰲，〈日本の穀霊信仰と中国の古文化〉，《大葉應用日語學報》5（2011），頁 31-6

7。 
1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12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4）。  
13 井野川伸一，〈日本天皇制與臺灣「皇民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0）。 
1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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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為配合殖民母國需求，總督府進行稻作改良，提升臺灣米的質與量，也

掌控臺灣米的生產和流通，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這部份有李力庸所著的《日

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15以及《米穀流通與臺灣社

會（1895－1945）》，16而蔡承豪的〈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則是將重點放在技術層面，尤其日治時期開始進入集約技術改造時期，稻作

技術有重大改變。17臺灣米在改良後不僅具有日本市場價值，也有資格作為

「天皇獻穀」，到了戰爭時期也配合糧食增產，在新穀獻納時大力提倡農事

的重要性。 

  在文化產業與行銷上，張慧娟的〈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

造〉為研究產業生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與轉型。作者以日治時期

官方推行的菊花文化，做為田尾花卉產業發展的濫觴，而臺灣逐漸養成的花

卉文化，讓田尾花卉產業得以延續至戰後，並在經濟型態改變的情況下，重

新調整花卉產業的內涵。 18另外，〈三塊厝鹹菜桶-地方特色產業文化之研

究〉 一文，作者劉明俊透過長期的田調觀察大埤鄉酸菜產業的製作，以及

居民推動文化產業的過程，而他們又如何自我詮釋。19「天皇米」出現的背

景跟稻米產業有關，也在推動社區營造時被視為凝聚社區居民的象徵，因此

同樣可以看出居民主動性的產業再造。「天皇米」被當作一個故事，用在社

區營造和米的品牌宣傳，以「故事」包裝產品，是行銷的重要方式之一，黃

意如的研究〈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

茶糧為例〉20即以三個文創農產品為個案，分析其所建構的品牌故事之要

素，可以看見農產品若注入故事，描述生產過程的人物、產地的風土民情

等，能增加產品獨特性，而透過「符號」的塑造，則可以讓消費者作為體現

其生活風格的行為。 

                                                      
15 李力庸，《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1895－1945）》（臺北：稻鄉，2009）。 
16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  
17 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9）， 
18 張慧娟，〈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造〉（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  
19  劉明俊，〈三塊厝鹹菜桶-地方特色產業文化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

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2）。 
20 黃意如，〈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茶糧為例〉（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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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 

  本論文所討論的「天皇米」，是指在臺灣種植、生產，以日治時期「獻

給天皇」、「受天皇指定」或同類型說法作為宣傳而販售的稻米。就本論文探

討議題的時間觀之，自日治時期「天皇獻米」的生成，跳躍到近年的再現現

象，因此研究方法除了文獻蒐集與分析外，也到天皇米產地田野調查，訪談

相關人事單位，來了解日治時期「新穀獻納」活動，和品牌塑造的過程，蒐

集今日「天皇米」的資料。 

  在日治時期的資料部分，由於報紙雜誌對於「新穀獻納」的報導，經常

有名詞混用的情形，奉獻給神的新穀，往往都稱為「獻穀」；而廣義上，凡

是祭典中獻給神的食物，都屬於「神饌」，本文為了明確區別，將獻給皇

宮、於天皇主持的新嘗祭使用的米，稱為「獻穀」，獻給神社所舉行的新嘗

祭的米稱為「神饌」，包含兩者及所衍生的相關事務則統稱為「新穀獻納」。 

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史料上以《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和

《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最詳細，前者為制式化的記錄各次獻穀地點和人事、

舉行祭儀的時間等，後者則生動的報導獻穀栽種過程，以及神饌米種植的新

聞，其次是介紹臺灣教化事業的《まこと》、宗教性的雜誌《敬慎》、農業機

關刊物《臺灣農會報》等，而其它政府機關的出版品、神社相關的書籍等，

也有祭典或是新穀獻納的說明。 

  近年來的天皇米再現，主要透過相關人物的口述訪談、田野調查，了解

其召喚「天皇」的背景和過程，也在當地蒐集資料，並查詢報紙、雜誌的報

導，了解這些案例如何將天皇米用於社區營造、品牌行銷甚至是成為抵抗政

府土地徵收的論述。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文章論述的主軸為「天皇米」在日治時期的歷史實像，也就是「新穀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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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米穀；以及今日各地所再現的「現象」，即為近十數年來陸續再現的

「天皇米」，論述時間上從日治跨越到近年仍方興未艾的「天皇米」現象。  

  本論文分為五章，題目訂為『「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除第一章

緒論及第五章結論，概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日本天皇與新穀收穫祭 

   第一節 天皇與稻米祭祀文化 

   第二節 近代天皇制下的新嘗祭、大嘗祭與神嘗祭 

   第三節 祭典與新穀獻納的實行 

首先說明稻米在古代日本的意義，其收穫祭典如何與天皇和國家制度結合，

成為國家的象徵活動，發展到近代，在明治維新的推動下，編入「國家神

道」中，以國家祝祭日的形態出現。接著釐清新穀收穫祭典的內容，米在祭

典中的意義，以及日本國內的新穀獻納活動如何展開。 

  第三章 臺灣「米」的獻納 

   第一節 稻米的精緻化與神聖化  

   第二節 獻給「天皇」的穀─宮中獻穀 

   第三節 戰時體制下的新穀獻納 

 

考察臺灣在日治時期如何進行「米」的獻納，其中分成獻給皇宮的宮中獻

穀，以及奉獻給神社的神饌。雖然獻納活動在初期沒有積極推動，但臺灣米

的體質卻逐漸轉變，而能使用在神社祭典中。進入戰時體制後，新嘗祭、新

穀獻納事務也進入全島運作的高峰。 

  第四章  「天皇米」的再現  

   第一節 「天皇」符號的背景 

   第二節 「天皇米」品牌塑造 

   第三節 土地徵收的抵抗─新竹「天皇貢米」  

   第四節 天皇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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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天皇」符號出現的過程，接著便列舉今日「天皇米」的案例，透過相

關訪談分析其品牌出現的過程與背景，分析這種「再現」的原因，而這些標

榜「獻給天皇吃的米」之論述，又與日治時期的記載有何差異，重新定義

「天皇米」在今天的角色。 

   第五章 結論 

第五節 後續的研究議題 

筆者將討論的核心放在臺灣的「天皇米」，嘗試釐清其橫跨日治時期與

今天的發展，然而本論文涉及許多層面和議題，可作為後續深入研究探討的

對象。例如「新穀獻納」的範圍其實涵蓋整個日本帝國，除了日本，其殖民

地、佔領地都曾從進行新穀獻納，包含朝鮮、庫頁島、臺灣以及南洋地區，

戰時甚至提出「大東亞奉獻圈」的概念，因此，若要釐清新穀獻納的全貌，

仍有待未來持續研究，同時也可與其它地區相互比較，進一步了解該地進行

穀物獻納的情形，戰後又如何處理這段歷史。 

另外，「天皇」不僅出現在臺灣的稻米，其它農產品如香蕉、紅茶、咖

啡也有類似的天皇之說，因此，可針對這些例子加以考察、釐清，探究其歷

史的真相；同時，在古蹟建築、觀光景點亦出現日本天皇或皇族的「蹤

跡」，這樣的「天皇現象」也值得深入探討，了解臺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後，

這些天皇符號的出現在後殖民情境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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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天皇與新穀收穫祭 

在本文的討論中，市面上、農會或是社區產地所宣稱的「天皇米」，與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宮中獻穀」，以及獻給神社的「神饌米」有直接關係，

而這些都是為了日本新穀收穫祭中的「新嘗祭」所使用。本文為了釐清「新

穀收穫祭」的內涵，即從稻米和日本天皇的連結開始論述，爬梳在天皇制度

發展下，稻米如何成為祭典的主角，演變為每年天皇必須親自舉行，甚至是

即位時的重要儀式，而到了近代國家神道推行之時，新穀收穫祭被賦予國家

統合的意義，以此為軸進行「新穀獻納」事務。 

第一節 天皇與稻米祭祀文化 

  日本在地理上位處季風亞洲農業區，據研究，其稻作技術是從中國長江

中下游經朝鮮半島傳入，於西元前 5 世紀的彌生時代在日本形成水稻農耕社

會。彌生時代的人除了採集漁獵，主要以水稻種植為生，在低濕地開墾水

田，居住於周圍的丘陵，此種文化類型被稱作「彌生文化」。1彌生文化從九

州起源，隨後往本州擴散，逐漸發展出以米食為中心的飲食文化，稻米遂成

為重要作物。原始農耕社會中，稻米豐收與否是部落存續的關鍵，然而自然

災害往往影響作物收成，在泛靈信仰的觀念下，向自然神靈、祖靈祈求豐收

的儀式成為各部落主要的宗教活動，這樣的祭典被稱為「新嘗祭」，儀式由

女性巫師主持，男性在祭典當夜禁止碰觸不潔之物，是民間普遍流行的歲末

收穫祭典， 2而這樣以農耕祭儀為基礎的民族宗教，也產生「穀靈」、「稻

魂」的祭祀信仰。3 

                                                      
1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書局，2011），頁 32-3

3。 
2 「新嘗」一詞推測是假借自中國的典籍，在日本，最早的民間記錄出現在《萬葉集》，該

書編集於西元 7-8 世紀，收錄自天皇到庶民所創作的和歌，其中有數則提到「新嘗の

祭」，從內容透露的訊息來看，此祭典已行之有年，且為民間流行的習俗。古橋信孝編，

《天皇制の原像》（東京：至文堂，1989），頁 182。 
3 祭祀保佑穀物豐收的神靈，如日本各地都能見到的稻荷神。同樣的祭祀型態也出現在朝

鮮以及東南亞地區，雖然祭祀以穀靈為主，但多數將自然神靈、天地神祇，以及祖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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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地的傳統部落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逐漸朝中央集權的國家型

態邁進，天皇制即在這樣的背景出現。古代日本小國林立，四處都有地方領

袖，彼此有衝突，也有合作關係，久而久之出現跨地域聯盟，再透過推舉或

戰爭產生新的政治首長，逐漸形成凝聚各國的統一力量，其中在大和、河內

地區（今之奈良縣、大阪府東南部）的豪族領袖較為強大，約在 4 世紀以後

整合鄰近地區的分據勢力，產生較穩定的「大和政權」，其統治者被稱為

「大王」，他敬拜天神，並宣稱自己是天神的後代。46 世紀左右，大和政權

統一大部分的本州和九州地區，聲勢達到高峰。 

西元 592 年日本進入飛鳥時代，文化藝術開始蓬勃發展，大化 2 年

（646）朝廷推動大化革新，廢除豪族專政的舊制；到了文武天皇時期，以

中國唐朝的典章制度為藍本編纂法典，於大寶 2 年（702）頒布《大寶法

典》，成為中央集權的律令國家，「大王」的稱謂也改為「天皇」。「天皇」一

詞在中國道教信仰中，是天帝或北極星神格化後的名稱，大王為了強調其宗

教權威，並和中國政權的「皇帝」抗衡，因此以該詞彙做為稱號。5 7 世紀

初，在聖德太子的帶領下，宮廷的人開始學習使用漢文，並製作文學，也有

人將自古流傳的民間故事以文字記錄；天武天皇繼位後，展開編纂皇室歷史

的工作，除了命文人撰寫，也有皇族親自領銜，而完成的兩本史書為《古事

記》和《日本書紀》。6 

《古事記》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歷史書籍，完成於和銅 5 年（712），由

於體例上並非奉天皇的敕令編纂，因此不被認為是正史；至於《日本書紀》

則被認為是最古老的正史，內容參考過去的史書、政府文書、各氏族紀錄及

個人日記等，於養老 4 年（720）完成著作，並與《古事記》合稱「記

紀」。7雖然兩書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從天神時代開始記載，包含神與神之間

的愛恨情仇，同時出現了日本國的起源、大和政權和天皇系譜等等的歷史紀

錄。即使內容充滿神話色彩，但在當時都被視為皇室或貴族曾發生的真實

                                                                                                                                                        
也都合併在祭祀的對象中。安丸良夫等著，《天皇制―歴史・王権・大嘗祭》（東京：河

出書房，1990），頁 253。 
4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臺北：致良，2008），頁 33。 
5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頁 93。 
6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臺北：商周，2007），頁 16。 
7 北山篤，《圖解日本神話》（臺北：奇幻基地，2014）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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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8而皇室的目的即在透過歷史的編纂，加強天皇支配的統治基礎。

關於天皇統治的權力，據《日本書紀》的描述，是來自天照大神的神敕：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爾皇孫就而治

焉。行矣，寶怍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9 

根據書中的記載，大和政權乃由天照大神的後裔神武天皇建立，天皇既為神

的後代，治理國家也是神的旨意，皇室甚至不惜近親婚姻，以維持「萬世一

系」的純正血統。另一方面，正如本節開頭所述，水稻種植是古代日本人主

要的生產活動，稻米作為國民主食，是國家的民生基礎，而關於稻米的起

源，《日本書紀》是這樣說的： 

月夜見尊奉天照大神的命令去見保食神，保食神為了設宴，吐出

米飯、游魚、走獸來款待，月夜見尊認為口吐食物相當汙穢，覺

得自己受到侮辱，便殺死保食神。保食神死後屍體頭部生出牛

馬，額生粟、眉生蠶、眼生稗、腹生稻、陰部生出大豆和小豆。

後來這些東西被帶到天照大神前，他相當高興，把這些當作青人

草的食物，並將粟稗麥豆類歸為旱田種子，稻子則是水田種子，

天照大神將稻米種在高天原的天狹田和長田，秋天時得到豐收。10 

這些稻子最初種在神界，後來輾轉傳到人間： 

天照大神的孫子「瓊瓊杵尊」降臨人間之時，天照大神將高天原

的稻穗取下交給他，並說「我這些種在高天原齋庭的稻穗，就賜

給我的子孫們。」11 

  天照大神是太陽女神，而其孫「瓊瓊杵尊」名字的意涵為「稻穗豐美的

                                                      
8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頁 8。 
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東京：冨山房，1938），頁 287。 
10 世界各地都有這類從屍體中生出食物的「屍體化生型」傳說，被稱作「椰子女孩型（Ha

inuwele）神話」，為德國民族學者 Adolf E.Jenson 研究印尼神話時所提出。原田信男，

《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39-40。 
11 除了稻穗外，《古事記》還提到天照大神賜予了神鏡、神璽（勾玉）、寶劍三種神器到人

間，這三種神器被認為是皇權的象徵，在皇室代代相傳，不過宮中的神鏡及寶劍都是分

靈（複製品）而非本體，神鏡本體供奉於伊勢神宮、寶劍則奉祀於名古屋的熱田神宮。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5-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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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具有保佑穀物豐收的穀靈性格，降臨之時以「真床追衾」的孩童姿

態出現，代表在人間重生。 12從上兩則神話來看，稻米不僅是神傳授的糧

食，也代表了神本身，而且是由神的孫子瓊瓊杵尊，也就是天皇的祖先帶到

人間，顯示稻米與其他糧食作物不同的地位。從太陽神到穀靈，以及傳承到

人間的稻穗，在古代日本社會強烈的宗教氛圍下，這種一脈相承的神性就凝

聚在稻米上，也將天皇塑造為天神後代，強化天皇統治的合理性，也就是必

須實現神敕所說的「豐葦原的瑞穗國」這項神聖使命；另一方面，稻米與神

的傳承連結，成為神聖的作物，並與天皇構成具有因果關係的系譜。 

  然而，天皇的統治權力在 6 世紀過後逐漸轉移，國家大權被大臣掌握，

甚至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外戚擔任大臣。即便天皇在政治上淡出舞臺，具有

「現人神」13身分的天皇，仍有宗教祭祀上的影響力。此乃源自於早期部落

時代，部落領袖往往具有巫師身分，身兼祭祀活動的祭主，14再加上受傳入

的佛、道教文化影響，天皇祭祀神祇的角色被強化，這種宗教功能便延續在

天皇身上。15對人民來說，天皇仍是國家的領導者，也具備與天地神祇溝通

的能力，不僅是精神象徵，也能透過儀式祭祀神靈，確保國家無災無害、國

泰民安。為了鞏固宗教的權威性，在大寶 2 年（702）頒布的《大寶法典》

中，祭祀被列為皇室舉行的國定活動，自古在民間流傳的新穀收穫祭，也首

度透過律令被納入國家體制，其中「新嘗祭」訂於每年年末舉行；「大嘗

祭」則是天皇在即位時首度舉行的嘗祭，16「神嘗祭」則特指伊勢神宮的收

穫祭。 

  在大嘗與新嘗祭中，天皇與神靈共席，一起品嚐該年收穫新穀製成的食

物，成為天皇、神與稻米一體化的重要象徵，唯有天皇有權舉行儀式，而通

                                                      
12「真」為敬稱，「床」和「衾」是舖床和棉被，「追」是包覆的意思，也就是瓊瓊武尊以

寢具（襁褓）包裹的形式降臨人間，為日本神話中的「天孫降臨」。包覆的寢具象徵卵

殼，也有一說是稻殼，從真床追衾走出的瓊武尊，則具有重獲新生的意涵。網野善彦等

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世界とフォークロア》，（東京：岩波書店，2

003），頁 256。 
13 又稱「現神」，即以人類的外型所出現的神。  
14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頁 94 
15  佛、道教傳入日本後在民間廣為流行，教義思想逐漸普及到日本社會，其信仰中的儀

典、祭祀活動受到人民重視，而主持祭祀儀式的天皇也因此被強化。村上重良，《皇室

辞典》（東京：東京堂，1980），頁 vii。 
16 最初「大嘗」與「新嘗」混合使用，在天武天皇即位（673 年）後才做出明確區隔，以

天皇每年固定舉行的嘗祭稱為「新嘗」，而剛即位的新天皇，首次舉行的嘗祭另稱「大

嘗」。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東京：學生社，198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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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儀式的天皇也得到神靈、國民的認可，另一層意義便是藉由食用席上的米

飯，服下神靈灌注的神力而重獲新生。因此皇宮的嘗祭除了有感謝是年收

穫、祈求來年豐收的意義，更具有藉由儀式讓稻靈在天皇肉身上體現，進而

滋養生命力量的象徵意涵。17 

第二節 近代天皇制下的新嘗祭、大嘗祭與神嘗祭 

  繼承天照大神系譜的天皇，透過登基時的「大嘗祭」，以及每年舉行的

「新嘗祭」與神相互交流，藉由宗教儀式穩固統治基盤，新嘗祭典成為皇室

祭祀的核心。然而在宗教以外的政治現實中，王權並非永固不移，元曆 2 年

（1185）源平合戰後，各地的武士集團權力躍升，治理國家的實權轉移到

幕府將軍手上，進入幕府時期。相較於外戚掌權時的和平共處，此時的天皇

權力降到低點，不僅天皇的祭祀機能停止，皇室新嘗祭遭到廢弛，天皇即位

舉行的大嘗祭也不盡確實。18 

  德川家康在慶長 8 年（1603）被封為征夷大將軍，成立江戶幕府，他

藉由推崇天皇權威使統治正當化，也提供經費讓天皇舉行新嘗及大嘗祭，然

而天皇只是傀儡，就連天皇僅剩的作曆、改元和敘位敘任工作，19背後仍由

幕府控制，天皇只是行使同意權。但在當時，社會一直有「尊王」的聲浪，

民眾也始終保持對天皇的崇敬。江戶幕府中期以後社會工商業發達，然而農

村凋敝，使得以土地為經濟基礎的武士逐漸失去地位，加上政治腐敗，反抗

勢力逐漸興起，而幕府自寛永 10 年（1633）以來的鎖國政策，也在歐洲各

國陸續進逼日本，競爭亞洲貿易權利的情況下瓦解，更刺激日本國內的政治

變革，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幕府將軍無力主政，「尊王攘夷」聲浪四起。

主張打倒幕府的薩摩藩與長州藩，最後以恢復天皇權力的「王政復古」作為

                                                      
17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30。 
18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viii。 
19 天皇具有制定國家曆法、節日，改制元號（如明治、慶應）以及任命官吏的權利，前兩

者是天皇支配「時間」的表徵。《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世界とフォーク

ロア》，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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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展開倒幕運動，透過談判以及發動戰爭，終讓德川幕府體制瓦解。20 

慶應 3 年（1867）德川慶喜「大政奉還」後，明治天皇推動明治維

新，其政治的基本理念即為與宗教合一的「祭政一致」，意圖恢復如同古代

天皇的權力。在政治改革上，完成廢藩置縣，將原有的 262 藩廢除，改為 3

府 72 縣，到了 1888 年再修改為 1 道 3 府 43 縣，建立中央集權的地方區

劃。1889 年 2 月 11 日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透過訂定憲法明文保護人

民權利，也鞏固天皇大權。憲法中，天皇集政治、軍事、祭祀大權於一身，

「萬世一系」的神聖天皇永遠合法統治日本，其權威性與神聖性進入法制

化。21國法上，天皇為「統治權的主體」，體現絕對的真理和普遍的道德，

國家成為以天皇意志為主的一元化結構。 

另一方面，為了型塑人民的思想和價值觀，展開宗教統制，日本的傳

統神道教也因此被改造。日本神道屬於泛靈信仰，起源自山川萬物的自然崇

拜，隨著日本千百年來的發展，神道不僅受中國儒教和佛教影響，也揉合日

本神話及風俗歷史。其神祇有自然神靈，祖先神或部族、皇室的守護神等，

與日本民族文化合而為一。然而明治時期推行的神道在國家力量作為背景

下，與傳統神道教有所不同，是近代為了國民統合，以天皇崇拜為核心所建

立的宗教體制，被稱為「國家神道」。明治天皇為實現祭政一致，在 1868

年恢復古代掌管神祇祭祀的神祇官，重興皇室祭祀大業，同時為了排除其它

宗教對國家神道的影響，推行「神佛分離」政策，22重新整合全國的神社，

社格、祭祀、神職人員的規範皆重新制定。並把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定

為全國神社的本宗，將神社視為國家的宗祀，同時在各地興建「創建神

                                                      
20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2014），頁 43-45。 
21 憲法第一章「天皇」即定義天皇的性質及各項權力，其中第一條「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

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大日本帝國為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及第三條「天皇ハ神聖

ニシテ侵スヘカラス」（天皇是神聖且不可侵犯的），明示天皇不可動搖的統治權及神聖

性。雖然如此，在天皇制發展的過程中，天皇已不再干涉國政，且為避免天皇因政事費

神而有「不敬」之舉，因此天皇對臣屬的奏報只聽不答，行政責任皆由下屬自負，天皇

的實權其實已轉移到內閣手上。林明德，《日本近代史》，頁 91。 
22 神道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外來高度發展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等影響，而有彼此

相互習合，以詮釋神道神祇的現象，如 10 世紀左右出現了日本神是「佛菩薩的化身」、

是「佛法守護者」的論述。民間普遍認為，日本神的位階是以低於佛菩薩的護法神而存

在，因此，天皇將日本神與佛教神祇分開，以確保國家神道推動的純粹性。村上重良，

《日本宗教事典》，（東京：講談社），頁 326-327。事實上在明治維新前，佛教的興盛

幾乎等同於國教。  



15 

社」，23要求學童、國民必須前往參拜，作為收攬人心的手段，明治天皇也

親自在皇居舉行祭典，重執古代天皇作為最高祭主的身分，掌握政治與宗教

的權威。國家神道的教義是《大日本帝國憲法》和《教育敕語》，其根本精

神為「敬神崇祖」，也就是崇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而天皇是神的子孫，

是日本唯一的統治者，國民對天皇必須無限尊崇和絕對服從。24  

過去在皇宮由天皇主掌的新嘗祭典，歷經不同時期的興衰，在國家神

道如火如荼的運作下再次振興。1872 年明治政府開始採用太陽曆，廢止過

去行之有年的「五節句」，25重新頒布一套祝祭日。26祝祭日是休假日，全國

各地的神社舉行祭典，各級學校與政府機關也會安排相關活動，動員全民參

與。祝日及祭日的訂定，主要是加強以天皇為核心的社會教化工作，讓天皇

具體支配日本國民的生活作息和精神塑造。被列為祭日的神嘗祭與新嘗祭，

是明定的 7 項祭日之中，除了歷代天皇相關的忌辰日外，唯二與農業相關

者。1908 年，天皇頒布《皇室祭祀令》，將新嘗祭、神嘗祭列為宮中大祭，

27而大祭須由天皇親率皇族及官員在皇宮舉行祭典，發表御告文向眾皇室神

靈秉告。28 

  明治時期重新實施新穀收穫祭的意義，從 1871 年大嘗祭結束後，明治

天皇對臣民發表的告諭中可見端倪： 

                                                      
23  傳統神社多以自然山川、保佑五穀豐稔之神靈、地緣團體的村氏神及土地神為祭祀對

象，為了符合國家神道精神，明治政府創建了新的神社系統，如祭祀效忠天皇的忠臣、

為近代天皇制國家捐軀的「英靈」，以及天皇和皇族的神社，還有在明治維新後於新開

拓地、殖民地、佔領地新設的神社等，皆屬於「創建神社」。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

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2001），頁 8。 
24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頁 74。 
25 五節句源自中國，在幕府時期訂為祝日，即正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雛祭」，

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及九月九日的「重陽」，廢止後定義其為一般

年中行事。鈴木質，《國民行事と作法》（臺北：新高堂書店，1939），頁 39-40。 
26 祝祭日指祝賀日與祭祀日，1873 年太政官以「年中祭日祝日ノ休暇日ヲ定ム」公告實

施。祝日為「三大節」：四方拜、紀元節和天長節。祭日是天皇親自執行的祭典，有元

始祭、孝明天皇祭、春、秋季皇靈祭與神武天皇祭，以及神嘗祭和新嘗祭。〈臺灣布敎

の急務（第三稿）〉，《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27 該年頒布的宮中大祭有元始祭、紀元節祭、春季皇靈祭、春季神殿祭、神武天皇祭、秋

季皇靈祭、秋季神殿祭、神嘗祭、新嘗祭、先帝祭等，除此之外還有前代天皇、皇后忌

日的式年祭等，祭日相當繁多。  
28 雖然〈皇室祭祀令〉第 8 條規定「大祭須由天皇皇族親率官僚執行祭典」，但事實上在

甲午戰爭之後，明治天皇便逐漸缺席宮中祭祀，晚年甚至全委由掌典長代為施行，大正

天皇也同樣不熱衷祭祀活動，唯有昭和天皇在即位的御大典後，便頻繁出席宮中祭祀。

原武史著，黃友玫譯，《昭和天皇－未卸下的神性光芒》（臺北：商務印書館，2008），

頁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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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嘗會的儀式，是由於天孫瓊瓊杵尊降臨之時，天照大神以神詔

將國家封給他的子孫，同時賜予齋庭的稻穗，因此開始稻米的播

種和新穀品食，這便是大嘗新嘗的起源。29 

告諭要傳達的觀念，是新穀起源自天照大神齋庭的稻穗，除此之外，還近一

步說明大嘗祭是「由天祖敕封新任天皇國家治理權力的御大禮」。30如同古

代天皇掌握的大權，新嘗祭典體現的是天照大神授予的統治正當性。明治天

皇「創造」了宮中祭祀的傳統，在國家政策的收編下，新嘗、大嘗祭並非僅

是古老的民間習俗，也是具有高度天皇集權及國家神道色彩的皇宮儀禮。 

第三節 祭典與新穀獻納的實行 

「新嘗」如同字面上的意義，是品嘗新穀之祭典，在皇宮中，由天皇

將該年新收穫的穀物進貢給天地神祇並與之共嘗，而即位禮後首度舉行的嘗

祭為「大嘗祭」，「神嘗祭」則是供奉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宮、也就是伊勢神宮

所舉行的嘗祭。總而言之，這三種祭日的本質都是慶祝新穀收穫，演變成皇

室與國家重要的祭典。明治維新後祭典編入帝國憲法，完成儀典的體制化，

這時也確立儀式的所有流程和規範。 

一、新嘗祭 

  新嘗祭最初是在每年 11 月的中卯日執行，311873 年採用陽曆後訂在

11 月 23 日。32經過明治維新祝祭日的重新編製，新嘗祭的儀式內容逐漸定

                                                      
29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6。 
30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6。 
31 天照大神是太陽神，因此天皇也繼承日神性格。陰曆 11 月的中卯日落在冬至前後，而

冬至是全年白晝最短的一天，新嘗祭選在此日舉行，並在太陽落下及午夜換日兩個階段

獻神饌，正好是天照大神的靈力從衰弱到恢復之時；因此祭典完成後，天照大神和天皇

的靈威都能獲得更新，新嘗祭也著象徵光明與生命的復甦。古橋信孝編，《天皇制の原

像》，頁 180。 
32 豊生，〈新嘗祭-二十三日〉，《敬慎》14：11（1940），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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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延續千年傳統加上國家神道的加持，成為皇宮中最重要的祭典。11

月 1 日開始，天皇進入齋戒階段，22 日晚上舉行鎮魂祭，23 日進行「夕之

儀」。夕之儀的布置除了祭壇外，另一項重點在於鋪設棉被寢具作為天皇座

席，以象徵神話中，天孫降臨時的「真床追衾」，另有一說是提供神靈過夜

使用。33 

  23 日下午，天皇沐浴淨身，於晚間 5 點 30 分進入綾綺殿換上生絹製的

純白御齋服， 6 點在神嘉殿的偏殿就座，34此時由總管祭祀職務的「掌典」

和宮女「采女」將神饌擺放就位，神饌菜色以「米」為中心，為該年收穫新

米所蒸製、沒有黏性的「強飯」，以及放入鍋中煮到軟爛的「姬飯」、栗子

粥，還有用黑米、白米所釀造的黑酒、白酒，以及其他如鮮魚、乾貨、醃漬

品等，皆以柏樹葉製的葉盤及陶瓶陶碗盛裝。祭典開始後，在神樂的演奏

中，天皇步入神嘉殿進行「拝礼」（參拜儀式），奉神饌、上奏御告文。最後

天皇入座進行「直會」，35與神靈一同享用神饌。完畢後物品撤下，再由皇

太子、親王舉行「拝礼」，夕之儀為時約 2 小時。36當晚 11 點至翌日凌晨 1

點是「曉之儀」，內容與夕之儀相同，完成後祭典便結束。  

  這項流傳已久的祭典持續至今，每年的 11 月 23 日，在皇宮天皇仍親自

主持新嘗祭，各地神社也同時舉行祭典，而原本被列為國家大祭的新嘗祭，

在戰後改為崇尚勤勞生產的「勤勞感謝日」。 

二、大嘗祭 

  天皇即位時一世僅舉辦一次的大嘗祭，其本意是天皇首度舉行的「大」

新「嘗」祭，最早在天武 2 年（673）就已有舉行的紀錄。大嘗祭與天皇的

即位儀式「即位禮」合稱「御大禮」或「御大典」，依《延喜式》規定的制

                                                      
33 山下善樹，〈新嘗祭の御儀〉，《敬慎》11（1939），頁 24。 
34 宮中三殿之一，也是舉行新嘗祭的場所。「宮中三殿」乃賢所、皇靈殿、神殿的總稱，

分別奉祀代表天照大神的神鏡、歷代天皇和天地八百萬神祇。另外附屬供天皇更衣的綾

綺殿、設置新嘗祭祭壇的神嘉殿和膳舍等。  
35 在祭典儀式之後，現場參與者共同食用獻給神的酒水食物等，稱為「直會」，具有「神

人共食」的意涵。  
36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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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37需先行即位禮，完成後才能舉行大嘗祭。天皇駕崩時，由新天皇舉行

「踐祚式」繼承皇位，接著擇日舉辦「即位禮」，若天皇在 7 月前即位，大

嘗祭在該年舉行，若 8 月以後則訂於隔年，以配合祭典籌備及穀物生長時

間，38明治天皇頒布的「皇室典範」則重新規定，即位禮改為踐祚後一年舉

行，然而天皇駕崩的「大喪」期間，其子需著喪服，停止朝政一年，稱為

「諒闇」，39宮內儀式活動須待諒闇後方能執行，因此即位禮往往在天皇即

位後兩年舉辦，大嘗祭也就隨之延後。40 

大嘗祭的籌備從該年 4 月的「齋田點定」開始，選出「悠紀田」與「主

基田」提供新穀。41明治天皇以前這兩種田都由諸侯國負責，悠紀為近江國

的一郡，主基是丹波國和備中國的一郡。42明治 22 年（1889）頒布「皇室

典範」後，改以龜甲占卜決定，從京都皇宮的東南區域、以及西北區域的縣

中決定悠紀田和主基田所在，種植新穀的齋田與栽培者由該縣自行決定。

10 到 11 月間釀造祭典用的黑酒與白酒；祭典前 10 日，在京都皇宮內建造

祭典用的神殿，以松樹的黑木、稻草為建材，內鋪設疊蓆，外圍竹籬，造型

簡樸原始，即為「悠紀殿」、「主基殿」，合稱「大嘗宮」。43 

儀式舉行的時間在 11 月的卯、辰、巳、午日中選定 4 日，內容流程大

致與新嘗祭相同，於悠紀殿進行 2 日後，再於主基殿進行一次，該年也不再

舉行新嘗祭，其中最特別的，是在天皇與神靈共食的「直會」後，天皇必須

進行「真床追衾」，也就是暫時包裹在作為座席的寢具中，並完成某項秘密

儀式後才能出來，其代表的意義即為：身為人類的天皇將要死去，待神靈把

神力灌注體內後，則能以神的姿態重生。44因此，即位禮後天皇雖然已是人

間的帝王，但身分並不完全，只能稱作「半帝」，完成大嘗祭始具備「現人

                                                      
37 為醍醐天皇命人編纂，西元 972 年頒布的日本律令法典，對於當時官制和禮儀的實行細

則有詳盡記錄，也成為後世天皇作制時的依據之一。  
38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54。 
3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74-175。 
40 以大正天皇為例，他於 1912 年 7 月 30 日即位，依規定即位禮在明年，但因明治天皇駕

崩「諒闇」一年的緣故，訂為後年舉行，也就是 1914 年。然而 1914 年 4 月 9 日昭憲皇

太后（明治天皇的皇后）駕崩，再度諒闇一年，最後即位禮與大嘗祭在 1915 年舉辦。  
41 「悠紀」的在日文中為聖酒的意思，「主基」是次序第二、也就是僅次悠紀之意。  
42 近江國約為今日的滋賀縣（京都以東），丹波國包含今日的京都府中部及兵庫縣東（京

都以西），備中國在岡山縣西南部（丹波國以西）。  
43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232。 
44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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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資格。45 

即位禮及大嘗祭完成後設宴招待群臣官僚，稱為「大饗」或「大嘗

會」，為期三日。以昭和天皇為例，在昭和 3 年（1928）舉辦的大饗中，第

一日的餐點是生魚片、松茸、昆布為基礎的日本料理，也包含來自全國各地

的名產物，表演節目是古代樂舞及悠紀、主基田所在地的風俗歌舞，參加者

有 1,246 人。相較於首日的日本傳統風格，後兩日的宴席則宛如歐洲皇室宴

會，宴席所在的二條離宮入口，以 60 餘種西洋花卉裝飾，餐點為鱒魚、

雞、牛肉為主的西洋料理，音樂也改為歐洲管弦樂，46最後一日的夜宴高達

3,253 人享用皇室御饌。47  

三、神嘗祭 

神嘗祭在伊勢神宮舉行，神宮據說是在垂仁 26 年（4）由垂仁天皇設

立，他將只奉祀在皇室的天照大神鎮座於伊勢神宮，從此之後，神宮神職人

員及當地居民，必須要將該年收穫的新穀先獻給伊勢神宮，否則不能食用該

年收穫的新穀，而在神品嘗後，皇室才能舉行新嘗祭，此即為神嘗祭由來。

48伊勢神宮分成內外，外神宮供奉衣食住守護神豐受大神，其別名為保食

神，即為《日本書紀》中身體化為穀物種子的神衹； 49內神宮又稱皇大神

宮，供奉天照大神，由於此二神衹兼具日本祖神及保佑物質利益的性質，江

戶時代時，神宮香火鼎盛，日本各地流行集團參宮的活動，但在明治維新後

因為國家神道推動，伊勢神宮被定為全國神社的本宗，加上明治天皇開始親

至神宮參拜，神宮的民間色彩逐漸淡化。50  

神嘗祭在明治 4 年（1871）列入宮中大祭，訂於 10 月 17 日實施。祭

典從獻饌開始，伊勢神宮的神職人員向內外宮進「大御饌」，內容是神宮神

                                                      
45 大嘗祭裡與神靈共食新穀、「真床追衾」的重現等儀式，目的在於繼承「天皇靈」，以完

成天皇性格的完整，這也是大嘗祭的要義所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

世界とフォークロア》，頁 253。 
46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3。 
47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3-14。 
48 村上重良，《日本宗教事典》，頁 27。 
4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30。該記載詳見本章第一節。  
50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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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初穗米所做的米飯和黑白酒等共 30 項神饌，在凌晨 2 點以及晚上 6 點

各進貢一回。最後是迎接皇宮派遣的奉幣使，51向神獻上幣帛以及「荷前調

絹」，此物即象徵初穗的意思。天皇在祭典當日，向西南方的神宮行遙拜

式，接著進入賢所舉行「拝礼」，上奏御告文及獻饌，皇后及皇太后、皇

族、官僚等人順次參拜後，於神嘉殿旁對伊勢神宮行遙拜式。全國的官、國

幣社以下的神社，在這一日也都要舉行神宮遙拜祭典。52 

  「神饌」即是神的食物，於神前所供奉的米、水、鹽、酒、鳥獸、魚

貝、蔬菜和果實等，皆統稱為「神饌」，因此上述新嘗、大嘗與神嘗祭中所

使用的供品，都是神饌的範疇。祭祀神靈、與神交流的場所即是我們熟知的

「神社」，人們在祭祀事務中，透過奉獻神饌向神靈表達感謝之意，結束後

撤下神饌設宴，由祭司和現場參與儀式者食用。這樣的飲食場合是一種「人

神共食」，稱為「直會」，食用者被認為能獲得神靈的力量，也是新嘗祭、大

嘗祭等「嘗新穀」儀式的原理，53人們藉由奉獻該年新收的米穀，讓參加祭

典者或是舉行儀式的地區得到神靈庇佑，並使明年的稻作順利豐收。 

  米在神饌裡位居顯著地位，《延喜式》所記載的 499 次神饌奉獻，供品

出現頻率最高者為酒、白米、稻、糯米，由此可見稻米在古代日本的份量。

不過因各地風土物產的不同，地方祭祀所用的神饌內容並無硬性規定，而表

現出多樣風貌，然而在明治維新過後，為求祭祀形式的統一，神饌的內容也

逐漸一致，且原本神饌的本意是指熟食，不過近代以來多改為生饌。54 

四、全國性的「宮中獻穀」 

作為祭典神饌中最重要的米，必須要確保供應無虞，在上述三項新穀

收穫祭中，大嘗祭主要有卜定的悠紀、主基田供應；伊勢神宮有 5 處附屬神

田，俱位在神宮所在地的三重縣境內，總面積為 2 町 2 段 9 畝 20 步，55提

                                                      
51 負責運送幣帛的使者。幣帛為獻給神的所有物品之總稱，包括紙垂、布帛、器物、神饌

等，也有奉獻金錢的「幣帛料」。  
52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祝祭日等の解說》（臺北：同著者，1941）頁 160。 
5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49-50。 
54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52。 
55  山下善樹，〈神嘗祭の意義〉，《敬慎》10（1939），頁 35。該面積換算後約為 6,89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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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神宮祭儀所需的穀物；皇宮舉行的新嘗祭最早為諸侯國的山城國山科鄉

（今京都府南部）所獻納，明治 5 年（1871）廢藩置縣後，地方區劃改為

府縣制，此後新穀由掌管財政的大藏省供應。明治 11 年改由東京府提供穀

物；新宿植物御苑開設後，明治 14 年起使用苑內所種植的水稻。56 

明治 15 年（1882）12 月 9 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及右大臣岩倉具視，

在地方官會議上共同發布了一則內部諭文，內容強調，新嘗祭的起源為天孫

降臨時，把天下以及齋庭稻穗傳授給天皇，是延續千百年的祭典，為了讓這

個傳統持續下去，「大嘗會以及每年的新嘗祭，將准許各地豪農貢獻神饌新

米的請願。」57當時雖然宣稱保存傳統慣習，事實上是藉由奉獻制度抑制地

方豪農，然而由全國豪農階層向宮中新嘗祭奉獻穀物的計畫，卻因主要推手

岩倉具視於明治 16 年過世而遭擱置。直到明治 25 年（1892），在東京都府

知事富田鐵之助等共 45 名知事的發起下，終於通過許可，同意每年的 10 月

30 日前，宮內省接受各府縣獻納的精米 1 升、精粟 5 合。58 

該年 6 月 10 日，滋賀縣即迅速的公布〈新嘗祭供御之新穀獻納手續〉，

「供御」指的是天皇或皇族的飲食物，該手續把祭典用的新穀稱為供御，即

將穀物視為專供天皇品嘗之用。獻納手續明訂選拔栽培者、挑選優良種子與

清淨地種植穀物的要則，也向全民傳達敬重皇室和農業的觀念，將稻米置於

崇高地位。一年一度的宮中新嘗祭穀物，從原本僅限於特定地域才能提供的

御用供品，轉變為各府縣奉獻的性質，使得宮中新嘗祭得以走出皇宮的高

牆，成為具有社會性的公共活動。59新嘗祭有了來自全國各地篤農、豪農種

植的新穀，在祭典上作為神饌供天皇與神靈一同食用，彷彿也完成了大日本

帝國從神界到天皇，以及延伸至人民的一體化工程。 

  

                                                      
56 〈新嘗祭供御米の獻納に就て（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9 日，第 7 版。 
57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7。 
58 宮內省為負責宮廷會計、食事、修繕、醫療等事務的政府單位，戰後改為宮內廳。  
59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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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米」的獻納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臺灣總督府隨即在

島上宣布「始政」，展開各項政策措施，日本的文化習俗也跟著日本人和殖

民政府陸續傳布到臺灣，包含前一章所述的新嘗祭祭典和「新穀獻納」。在

國家神道的架構下，祭典事務與臺灣宗教政策的發展緊密相關，藉由國家神

道及米作改良的推動，臺灣米逐漸精緻化，而能符合殖民者的口味與祭典需

求，也在「內地延長」的政策下，實施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 

1930 年代以後，日本著手戰爭事務的準備，隨著戰爭情勢緊繃，對於

糧食控管及民眾動員也愈發激烈，為了要加強精神教化、鼓勵民眾農事生

產，日本政府擴大實施「神饌奉獻」，並舉行「新穀感謝祭」，甚至讓臺灣人

親自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活動達到高峰。 

由於日治時期報紙雜誌對於「新穀獻納」的報導，經常有名詞混用的

情形，奉獻給神的新穀，往往都被稱為「獻穀」；而廣義來說，凡是祭典上

獻給神的食物，都屬於「神饌」，因此本章為了區別新穀獻納事務，將獻給

皇宮、由天皇主持的新嘗祭的米，稱為「獻穀」，獻給神社新嘗祭的米則稱

為「神饌」，包含兩者及所衍生的相關事務則統稱為「新穀獻納」。 

而從臺灣米的獻納過程，可以看見日本政府如何讓臺灣人藉由農事勞

動、新穀獻納，來實踐對統治者的臣服之意，不僅滿足殖民者的糧食需求，

也參與了由天皇主持、作為民族國家象徵的新嘗祭，也就是說，「米」不再

只有食用意義，而是殖民母國遂行國民統合的工具。 

第一節 稻米的精緻化與神聖化 

  受到日治初期總督府統治策略影響，日本治臺後長達 20 餘年的時間，

臺灣的新穀獻納只有零星進行，新穀收穫祭舉行的規模也相當有限，即便如

此，在國家神道的推廣下，臺灣的米穀卻已經使用在神社祭典上，進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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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脈絡中，然而對殖民政府來說，臺灣米的食味品質都不符合日本人需

求，因此總督府也進行大規模米作改良，使得臺灣米的品質大幅改善，並提

升臺灣人的稻米栽培技術和知識，精緻化與神聖化的稻米，成為展開全島獻

穀活動的有利背景。 

一、國家神道與新嘗祭推廣 

  相較於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大幅整頓宗教事務，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

總督府卻採取「舊慣溫存」的宗教政策。舊慣溫存是 1898 年擔任民政長官

的後藤新平之統治理念，其本質並非出於對臺灣信仰的尊重，乃是總督府在

統治初期，各地武裝反抗不斷，每年都需要中央大量經費補助，因此施政上

以平定抗日勢力、追求財政獨立為目標，著重在警備制度的完善與產業經濟

的發展。另一方面，臺灣本地的宗教已深入臺灣人心，總督府考量統治的最

大利益，不干涉臺人信仰，以求社會民心的安定，1因此國家神道在臺灣初

期並沒有積極傳播。 

  在國家神道的架構中，神社是國家的宗祀，也是在臺灣傳布國家神道的

基地，臺灣第一座新建的神社「臺灣神社」要到 1901 年 10 月 27 日才完工

舉行鎮座式，列為官幣大社，2也是象徵統治臺灣的「臺灣總鎮守」，供奉征

臺戰役犧牲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出現在《古事記》、《日本書紀》

裡的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3然而，此後總督府

在臺灣興建神社的數量不多，神社相關的宗教法規也並不完備，各地建造的

以社格較低的無格社為主，建造和營運經費則來自民間捐獻，而非政府撥

款。例如臺灣神社完工後的隔年（1902），在總督府許可下，宜蘭廳設置宜

蘭神社，建造費用由廳內官吏及日本民間人士捐獻，4列為無格社。之後具

有一定規模的新神社，要到 1911 年才被建造，且從領臺以來至 1918 年總

                                                      
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19。 
2 明治政府參考古代制度，將全國神社分成官社和諸社。官社又分官幣社與國幣社，官幣

社由皇室進貢幣帛、神饌料，並以神祇官主祭，是受到皇室崇敬的神社；國幣社則由國

庫進貢幣帛、神饌料，以地方官執行祭祀，是受地方崇敬的神社。諸社分成府社、縣

社、鄉社、村社以及無格社，這些神社的社格彈性，可因狀況改變而被列格或升格。蔡

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2001），頁 6。  
3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臺北：同著者，1935），頁 45。 
4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宜蘭：同編者，不詳），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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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完成宗教調查的 23 年間，官方認可的神社只完成 14 所，多在都會地

區，或是日本人集中之處，如東部的吉野、豐田、林田移民村，以及製糖會

社所在地的神社等。5從神社設施的興建可以瞭解日治初期國家神道推動的

概況，神社數量不多，也影響新嘗祭在臺灣的普及。 

在國家神道的架構下，祝祭日是再現天皇的一種手段，日本近代的祝

祭日實施於 1873 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祝祭日也開始施行，其中包

含新嘗祭與神嘗祭， 6然而祝祭日要在異民族、異文化的臺灣施行有其難

度，再加上總督府消極的推廣態度，以致於祝祭日對多數臺灣人來說只是放

假、休閒日，參與祭典儀式者主要為日本人，或是總督府授章的臺灣仕紳，

影響臺灣社會的程度不大。7以新嘗祭來說，祭典當天民眾應注意的事項，

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欄有以下提醒： 

國家有大祭日，凡託庇宇下之臣民，各於是日揭國旗於所居門

首，以表敬意也。乃本島人於此一端往往忽之，日前臺北廳長經

諭各街庄長等，飭該管內眾人共知留意茲。際明二十三日為新嘗

之祭日，朝野上下均宜致敬，本報恐本島人或仍忽略乎此，忘記

修整國旗恭懸之於門首，爰於祭日之前為眾人通知之也。8 

從報導內容得知，民眾往往疏忽在新嘗祭當天懸掛國旗，不僅臺北廳

長明令要求管內留意此事，連報紙也再次宣導，可知此時臺灣人對祭

日的認同程度並不高，也顯示除了懸掛國旗，總督府在祭典當天並沒

有規定其它活動。因此，為了讓臺灣人能了解祝祭日，官方透過學校

教育對兒童潛移默化，例如在教科書中加入祝祭日、皇室與神道教相

                                                      
5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頁 20。除了國家神道的神社，傳統神道信

仰也來到臺灣，陸續出現在日本人的聚落中，如臺中的稻荷社（1897）、九份金瓜石社

（1898）及基隆末廣稻荷社（1899）等，多由日本人集資興建，設施較簡單，甚至只被

冠上「社」名而不被官方認定為「神社」，祭拜的神祇多與商業利益、農漁產業有關，與

創建神社推動敬神崇祖的目的不同，因此在國家神道的範疇之外。蔡錦堂，〈日本治臺時

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 22-23。 
6 日治初期臺灣規定的祝日有新年宴會、紀元節、臺灣始政紀念日、天長節；祭日則是元

始祭、孝明天皇祭、神武天皇祭、春、秋季皇靈祭以及神嘗祭、新嘗祭。  
7 日本祝祭日在施行最初也很難滲透到民間，乃透過在學校制定儀式活動，以及民眾逐漸

產生國家安排的時間概念後，大約 25 年才形成穩定的慣習。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

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61-62。 
8 〈宜揭國旗〉，《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1 月 22 日，第 3 版。句讀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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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內容，或在祝祭日當天舉辦活動，宣導祭典意義，報紙也加強相

關報導。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民眾更易於理解新嘗祭與神嘗祭，《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裡將這兩項祭典借用漢文化的詞彙，透過問答的方

式解釋何謂新嘗、神嘗祭： 

……問曰，然則何為而復有新嘗祭之名耶？其贅耶？其否耶？其

大同小異耶？抑同而異、異而同耶？曰：非贅也，神嘗者，荐新

穀於宗廟，祈聖祖神宗享之，故曰神嘗。新嘗者，荐新穀於天

子，至尊嘗之，故曰新嘗……9 

文中將天皇比喻為中國天子，伊勢神宮則是國家的宗廟，試圖讓臺灣人用熟

悉的漢文化認識殖民母國的祭典，而以漢文描述，也增加臺灣人閱讀、理解

的可能性。事實上，臺灣民間信仰及年中行事裡，有許多和農業相關的神祇

與祭祀節日，10且根據日治時期日本宗教學者增田福太郎的研究，「崇祖」

與「敬天」是臺灣舊慣宗教的基本核心價值，由此觀之，似乎與新嘗祭強調

的「敬神崇祖」相符，然而，臺灣民間信仰是由儒、釋、道所融合，具有中

國傳統階級與集團性的特色，其敬崇的對象，是中國「天子」和漢文化的

「祖先」，並非日本天皇和皇祖神，因此總督府仍不鼓勵舊有慣習與信仰，

避免威脅到殖民統治，只能透過其他方式讓臺灣人移情殖民母國文化。11  

二、神社的神饌奉獻 

  從現有資料來看，最早在 1895 年 7 月，也就是日本政府在臺灣始政的

隔月，教派神道之一的神宮教就曾派布教使，12將臺灣的新穀帶回日本獻給

                                                      
9 〈新嘗祭詳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10 由於臺灣社會具有農業性格，農業相關的神祇眾多，其中以天公（天）、土地公（地）

以及媽祖（水）最具代表性，尤其土地公信仰更與臺灣人生活緊密相關，從農曆的 2 月

至 12 月間，每月 2 次的小型祭拜，在 2 月 2 日的土地公誕辰日及 8 月 15 日的秋祭更舉

行盛大祭典，除了感謝過去的保佑，也祈求未來境內和樂平安、五穀豐收、六畜興旺。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東京：養賢堂，1939），頁 107、155-157。 
11 蔡蕙頻，〈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發展與尊皇思想初探〉，《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40：

1，2009），頁 126。 
12 教派神道起源自幕末維新時期的民間宗教，原本有 14 個獨立教派，其中的神宮教在 18

99 年時改組為財團法人神宮奉贊會，不再有教派性質而脫離教派神道。神宮教是從伊

勢神宮的教化機關發展而來，以伊勢神宮的信仰作為教義主體。村上重良，《日本宗教

事典》，（東京：講談社，1978）頁 36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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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神宮；13而臺灣首次舉行的新穀收穫祭，是 1896 年 11 月 23 日的新嘗

祭，同樣也是神宮教的布教使舉行，由於當時沒有神社，因此在臺北西門內

搭設臨時遙拜殿舉行祭典，儀式中使用臺灣人奉獻的新穀。14翌年的 10 月

17 日在同一場所舉行神嘗祭。15不過祭典場地簡陋，對臺灣人的影響效果極

低，此景終非長久之計，祭典結束後神宮教的宣傳單位便疾呼，國家應投入

經費在臺灣建造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宮，讓臺灣人遵行國家祭典，信從敬愛天

皇的道理。16 

  臺灣舉行的新穀收穫祭，要到作為國家祭祀場所的神社出現後，才開始

常態化。第一座日本官方興建的臺灣神社於 1901 年 10 月 27 日完工鎮座，

同年便舉行新嘗祭，總督兒玉源太郎也以奉幣使的身分參與祭典，代表皇室

獻上幣帛及神饌料，之後便一年一度舉行新嘗及神嘗祭。隨著儀式步入軌

道，參加人員逐漸增加，除了政府官員外，也安排在臺日人及臺灣人觀禮。

以 1910 年的新嘗祭為例，在場日本人有 43 名，本島人 5 名，為艋舺區長

黃應麟、大稻埕區長黃玉階、臺北廳參事李景盛等，多為地方仕紳階級。17 

相較於宮中新嘗祭以天皇為核心的繁瑣儀式，臺灣神社新嘗祭便較為

單純。新嘗祭當天一早布置神殿，7 時開始淨化祝禱的「祓式」，接著由宮

司（臺灣神社之長）率神職人員迎奉幣使進入祭場，隨後裝有御幣的御幣櫃

也入場，奉幣使以「榊枝」18接受祓式、進入拜殿。人員準備就緒，宮司打

開本殿的門，稱之為「御扉」，之後便將神饌置於案前，並取出御幣一同供

奉給神。宮司上奏祝禱詞後，奉幣使獻上「玉串」19、行參拜禮，最後其他

神職人員依序行參拜禮，將神饌和御幣撤下，儀式結束，為時約 1 小時。20

神嘗祭的祭儀則是以向伊勢神宮的遙拜式為主。10 月 17 日早晨布置祭場，

上午 8 點由宮司上奏遙拜詞，接著供神饌、獻玉串、行拜禮，儀式便告完

                                                      
13 〈秋報粢盛〉，《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14 〈新嘗祭〉，《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15 〈神嘗祭〉，《臺灣新報》，1897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16 〈臺灣布敎の急務（第三稿）〉，《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17 〈臺灣神社新嘗祭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 
18 榊（さかき）為一種常綠喬木，自古便常用於神事，因此以「榊」的漢字表示之，即為

「神之木」，中文名為「紅淡比」。  
19 將紙垂或棉麻附上榊枝而成，於神前行拜禮之用。  
20 〈臺灣神社新嘗祭式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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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1 

神社祭典所供奉的神饌，主要以神社編列的預算購買食材，在神社附

屬的「神饌所」調製後獻上，除此之外，也有民眾主動奉獻。22 臺灣神社

的神饌費來自皇室幣帛及民間捐款，食材是臺灣北部的物產。以 1901 年 10

月 28 日臺灣神社首度舉行的例祭來看，籌備祭典事務的祭典委員會乃要求

民眾獻納神饌品，內容有臺北廳所產的米（經洗選過）、鏡餅（日式年糕）、

神酒、蔬菜、鯉魚、香魚；新竹廳的食物水果；桃園養殖的鴨；雉雞山芋則

來自大溪，以及鯛魚、伊勢龍蝦、蛤、燒芋、甘蔗是基隆產出，23基隆市街

街長吳志清更以市街總代的身分，表示基隆願意每年提供鮮魚 2 尾供作神

饌，24此外也有來自日本的獻納品。 

  隨著總督府陸續興建各地的神社，祭典也開始在其它城市舉行。不過祭

典和神饌奉獻，參與者都以日本人為主，且奉獻事務限於島內神社，與日本

神社或天皇並沒有關聯。臺灣穀物初次在日本皇宮祭典登場，是 1915 年大

正天皇的踐祚大嘗祭，該年的大嘗祭，是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且透過戰

爭兼併鄰近各國後首度舉行的「御大典」，擁有臺灣、樺太、朝鮮三個殖民

地的日本帝國，在亞洲勾勒出新的帝國版圖，因此，雖然大嘗祭已經有悠紀

與主基田提供穀物，再加上日本各府縣農民種植的獻穀，但臺灣、朝鮮和樺

太地區同在帝國境內，也都必須提供精米一升，精粟五合。25臺灣總督府為

了順利提供該年大嘗祭的穀物，原本預計從各地挑選熱心的農家負責，然而

合適的農家難以查悉，且送交日本的期限為 10 月 31 日，若以一期稻作的米

則時間過早，二期稻作卻又太晚，26最後總督府決定以農事試驗場的稻米獻

納，種植的田地特請臺灣神社的神職人員舉行祓式，場長、職員及農事講習

生皆在場觀禮。27稻米於 7 月 8 日收成，以阿里山檜木為容器，迨 9 月 11

                                                      
21 〈神嘗祭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 
22 例如 1905 年的新嘗祭，和尚洲庄（今蘆洲）的張媽但等 6 人一同獻上蜜柑 2 籠。〈臺灣

神社新嘗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 
23 〈臺灣神社祭典と神饌品〉，《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24 〈基隆市街總代ヨリ鮮魚二尾每年例トシテ獻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30 冊第 1

件。 
25 〈大嘗祭獻穀と本島〉，《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17 日，第 2 版。 
26 〈大嘗祭献穀〉，《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18 日，第 5 版。 
27 〈齋田と祓式〉，《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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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農試場的增田技手會同職產局長前往日本奉獻。28呈上的供品除米之

外，還安排臺灣產的芭蕉及文旦，用作大嘗宮的神饌以及大嘗會的餐點。29

此次是臺灣穀物首度送到日本，提供天皇舉行的祭典使用。 

  米在新嘗祭中，有重要的實質與象徵意義，宮中由天皇舉行的新嘗祭，

自 1892 年起便由各府縣供應獻穀，因此早在 1901 年臺灣神社首次的新嘗

祭後，輿論便認為，「鑑於日本境內從北海道至沖繩各府縣，有志之士皆奉

獻精米 1 升、精粟 5 合，製作白黑酒及粥飯供天皇在新嘗祭中品嘗，臺灣卻

在這榮耀之外，殊為遺憾之事。總督府應盡速完成相關制度和設施，讓下一

年度宮中的新嘗祭也能有臺灣獻穀。」30雖然社會有這樣的呼聲，但在現實

層面上，臺灣米的口味卻令日本人不習慣，而臺灣人的農業技術也無法達到

殖民者的要求。 

  日本農民獻給天皇的獻穀，從耕作到包裝都有一定規範，耕種者必須經

驗豐富，或熟悉農業技術，施用肥料、栽培過程都必須保持清淨，精米後仔

細挑選米粒，以檜木或是桐木製的木箱收納。31但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對臺

灣稻作的評價不高，甚至認為農民栽種方法原始、缺乏效率；米的品質也不

佳，除了品種駁雜、米形瘦狹，更重要的是口感不適應，臺中農試場場長末

永仁還曾有以下描述： 

距今（1938）約 12、3 年前，當時來臺灣的日本人都有嚐過臺灣

米的經驗，口感和南京米一樣鬆散，三餐都難以下嚥。32 

南京米是從東南亞或是中國輸入日本的外國米總稱，與臺灣在地米同樣屬於

秈稻，日本米屬於粳稻，外型較圓潤，口感軟黏富有彈性，就長期食用粳稻

的日本人來說，自然難以接受臺灣米的品質與外觀，再加上栽種不夠精細，

而留下如此負面的評價。因此對殖民政府來說，臺灣米要能夠進口到日本，

甚至奉獻給神聖的天皇品嘗，勢必得將臺灣米加以改良。 

                                                      
28 〈登秋の御大典饗宴に  大嘗祭新穀の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8 月 28 日，第

7 版；〈臺灣米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9 月 18 日，第 5 版 
29 〈新穀獻納濟〉，《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10 月 3 日，第 7 版。 
30 〈新嘗祭獻穀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31 真田重治編，《新嘗祭献穀記念録》（愛知縣：献穀畠奉賛会，1921），頁 4。 
32 末永仁，《臺灣米作譚》（臺中：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193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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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作改良 

臺灣稻作在清代時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乾隆年間水利設施的開發，

使得灌溉水量和水質得以調節，水田逐漸增加；多元而豐富的稻米品種，提

供農民搭配不同特性的稻種與栽種法，讓稻米在各種環境皆能成長，也得以

1 年 2 穫，再加上中國市場的需求，刺激稻作的發展，進一步使稻米成為一

種流通商品。33  

日本領有臺灣後，針對稻作進行大規模調查，結果認為，臺灣稻作技

術不夠成熟，肥料施用、綠肥栽種皆不足，使土壤肥力易於衰竭；農民的田

間管理態度也不夠積極，蟲害雜草皆影響收成，因此即使臺灣米年可 2 熟，

單位面積的產量卻遠不如 1 年 1 穫的日本。34品質的部分則分成外觀、口味

與營養成分來比較，當時日本人認為臺灣米外形不齊，口感欠佳；就成分來

說，較缺乏脂肪質和蛋白質，如同北海道米一般，35同時因加工、乾燥手法

不同，經常混入稻殼土砂而影響聲譽，且由於米穀市場追求商品規格化，以

利定價販售，但臺灣米的多元品種卻造成質量雜亂，減損產量。以上評價今

日觀之，明顯是以外來殖民者立場批評臺灣稻作，忽略彼此風土文化導致的

差異，但無論如何，臺灣既然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所生產的稻米只能迎

合殖民母國需求，因此針對稻米的各項改良措施與相關機構的設立就勢在必

行。36 

（一）中央農試機關及地方農會的成立 

  為了在臺灣進行農業技術的開發和實驗，日本領臺之初，殖產局就曾於

臺北城內闢試作場，嘗試將內地種稻移植臺灣，然因計畫不順隨即廢止。

1898 年在臺北縣、臺中縣及臺南縣設立農試場，業務包含農特產的增殖改

                                                      
33 黃克武，〈清代臺灣稻作之發展〉，《臺灣文獻》32：2（1981），頁 161。 
34 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9），頁 301。 
35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第一編 普通作物》（臺北：同著者，190

6），頁 107。 
36 日本的米作改良工程，從日本內地擴散到北海道、滿洲國、朝鮮以至於臺灣，成功將殖

民母國需要的稻米品質複製到帝國境內各地，二次大戰時期，甚至有「稻米是大東亞共

榮圈的特色」、「在我國稻米也成了大和民族」這種說法，意味著稻米改良也是殖民者

「征服」各地的手段之一。藤原辰史，《稲の大東亜共栄圏》（東京：吉川弘文館，201

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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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養蠶技術的試驗與傳習、委託實驗、農事演講、獸醫講習等。37事實上

日本在 1893 年才成立國家級農試場，因此對相關事務尚未熟悉，且臺灣統

治尚未穩定，農試場初期的運作並不積極，38直到兒玉源太郎擔任臺灣總督

後，為了讓臺灣財政獨立，著手開發臺灣的農業資源，首先便將位在大龍峒

的臺北縣農試場移交民政局殖產課，讓總督府得以直接管理，也在北部增設

數座農試場，加快農業改良的速度。 

   1903 年成立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座落大加納堡內埔庄的蟾蜍山下

（今臺大昆蟲館及臺北市立民族國中），場務分成種藝、農藝化學、昆蟲、

植物病理、家畜、農事講習生養成及庶務等 7 類事項，39不過要到 1908 年

總督府公布官制，其組織人事才完全確立，之後陸續完成種藝部、化學部、

昆蟲部、病理部、畜產部、教育部及庶務部的設置。40農試場的業務包含農

事調查實驗，優良種苗、種禽及種畜的配布，調查分析土壤、肥料和農產物

品等，同時將相關報告集結出版，另外還有農事講習生制度，傳授農業及獸

醫、養蠶技術。41農試場最主要的實驗作物是水稻，揀選在來種和日本種米

進行播種期、肥料施用、水旱風害承受度與不同耕作法等等的實驗。 

  在地區性的農事試驗場成立以前，地方農試實驗由農會擔負，1900 年

臺灣第一個農會於三角湧（今三峽）成立，1909 年時全臺一度高達 19 個，

同年因地方廳官制改革，加上農會施行規則修正，各地農會被整併，數量減

為 11 個，但幾乎已涵括全臺各個地區。 42農會的成立多以農作改良為目

的，因此部分地區在成立之初是以「產業改良會」、「農業組合」作為組織名

稱。發起人多是各地的仕紳名望及街庄代表，不過背後主要由官署主導，也

有濃厚的官方色彩。43 

                                                      
37  李力庸，〈《臺灣農事報》與其糧食論述〉，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

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頁 339。 
38 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17-18。 
3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一覽》（臺北：同著者，1905），頁 1

0。 
40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創立十年紀念》（臺北：臺灣農友會，

1913），頁 9-11。 
4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農業概要》（臺北：同著者，1916），頁 21。 
42 臺灣農友會，《改訂農會要覽》（臺北：同著者，1909），頁 3-4。此時全臺除了花蓮港

廳外各廳都有農會組織。  
43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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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農會實施的工作，包含作物及禽畜改良試驗、各項比賽品評、補助

獎勵等，而重點作物皆為稻米。以臺北廳為例，明治年間進行的稻米事業有

設置模範田與試作田、水稻採種、種苗發配、肥料及綠肥試驗和相關的演講

宣傳等。44試作田有 5 區，分別在士林、錫口、頭前庄、枋橋、林仔街（今

淡水區林子），由於以改良農法耕種，收穫成績突出，因此進一步設置模範

田，依照試作田的農法栽培稻米，全廳多達 24 處，具有宣傳示範效果。比

起一般稻田，農會的田栽培用心，稻米品質優良，因此自 1911 年起，由臺

北廳農會每年依例獻納稻米 3 俵，45提供臺灣神社例祭所用的神饌米。46  

（二）品種與技術的提升 

  總督府進行米作改良，因為工程規模浩大、所需經費甚鉅，加上臺灣政

情不穩，相關政策直到兒玉總督上任後才受到重視。1901 年 7 月，總督府

公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將全島水利設施納入管理，該年 11 月兒玉在官

邸發表對臺灣殖產興業的指示，米作部分則有這樣的說明： 

現在本島的生產，以米為第一。但其廣闊的水田，雖具氣候風土

的天惠，奈因水利未修，可收穫之處，與其廣大的面積不能相

配，產量甚少，且品質低劣。……若能通水利、慎耕作，則可收

穫之處擴大為現今所有面積的三倍並不困難，如此則不但居民可

飽三餐，且以其剩餘輸出海外，並不失為一項大宗的貿易品。47 

也就是說，總督府重視的是臺灣米的商業潛力，要提高產量，重點就在擴張

灌溉範圍，因此最初乃從水利設施的建設著手。而在稻作技術的層面上，則

針對栽種法和工具加以改良。首先以「鹽水選種」過濾比重不同的稻種，讓

品種單一化，秧苗採「短冊形苗代」培育，48再以「正條直」插秧，49完成

                                                                                                                                                        
-38。 

4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農會要覽》（臺北：同著者，1915）頁 129-130。 
45「俵」為容量單位，戰前日本訂 1 俵為 4 斗，約等於 72 公升。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

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46 臺北廳農會編，〈臺北廳農會報〉（臺北：臺北廳農會，1911），頁 1-2、162。 
47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頁 3。 
48 在秧田堆出略高於水面的長方形（短冊形）土臺，將秧苗（苗代）培植其上，此種育苗

法有利於排水及秧苗成長。〈苗代試驗〉，《臺灣日日新報》，1897 年 2 月 13 日，第 2

版。 
49  正條植是利用正條定規在秧田隔出等距的平行線，秧苗依線種植，可有效利用田地面

積，並維持秧苗間所需的空隙，利於生長、通風，以及人為管理。蔡承豪，〈天工開物-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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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種植工作，田間管理則包含使用改良肥料、害蟲驅除及預防、除草等

方式，另外還有新型犁具的研發、脫殼機具的改良等。 

  品種改良分成以在地種或日本種進行，總督府於 1907 年決定以在來種

米進行改良，當時臺灣的在來米多達 1,679 種，但品種不純，經常夾雜赤米

等其他種米，所以改良要點在於除赤米，純化品種，從中篩選出粒型渾圓、

適合日本人口味的在來米。501910 年總督府在各廳農會展開 4 年 1 期的「米

種改良事業計畫」，方法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劃定改良區域，在其中挑選

出近似於日本米的品種，列為限定品種，2、限定品種在共同秧田育苗，統

一發放給農民種植，收成的稻穗再挑出接近日本米的限定品種 3、最後的限

定品種透過純系分離篩選出優良者，交給地方試作。51各廳執行進度不一，

然經過數次改良計畫，赤米已完全消失，1922 年種植稻米的限定品種數降

為 286 種，臺灣米的產量與市場價格也都有提升。 

  雖然在來米改良計畫順利，臺北廳農會仍不斷嘗試內地米移植，由於平

地栽種情形不良，1911 將種植地改為與日本氣候相近的山區臺地，如臺北

七星山周圍的竹子湖地區，52試作成績逐漸好轉，其中以「中村」種收穫較

佳且品質優良，市場反應極佳，1920 年代開始種植面積也大幅提升，不過

日本種米終究未適應臺灣氣候，因此產量不穩，影響農民種植意願。1919

至 1922 年間，臺中農試場技師末永仁發現將一期作的秧期由 60 天縮短為

30-40 天、二期作從 30 天改為 15-20 天，可增加中村種的稻米產量，因此

使農民的接受程度提高，加上地主、米商的推廣，日本種米逐漸席捲全臺

灣。531926 年 4 月舉辦的「大日本米穀大會」，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將臺灣

的日本種米統稱為「蓬萊米」，全島的水稻種植也朝向以蓬萊米為主。 

（三）農業知識的教育和普及 

  1899 年 12 月，臺中縣農事試驗場首度招募農事講習生，隔年臺北縣及

                                                                                                                                                        
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3

45。 
50 李力庸，《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1895－1945）》（臺北：稻鄉，2009），頁 19。 
51 江夏英藏，《臺灣米研究》（臺北：臺灣米研究會，1930），頁 8。 
52 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7。 
53 磯永吉，《臺灣の稻作》（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6），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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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農試場也跟進。農事講習一直是農試場規劃的工作項目之一，其目的

正如總督府農試場教育部的技師小田慶太郎所說： 

我們給予學生的教育不只是培養農業家，而是要補強普通學術的

知識，以及關於農事的道理，這樣的道理要靠實際操作農業才能

體會……因此，我們培育的學生的宗旨，是要謀求臺灣農業的改

良，在農民間普及新知識。54 

也就是說，農事講習除了養成具有現代知識的農民外，更重要的是讓這些人

成為農民間的模範，推廣農業新知，改善臺灣農村體質。 

  農事講習為期 2 年，學生寄宿於試驗場內，課餘需負擔場內各項勞務工

作，每月會發給 6 圓的報酬。課程包含農學、理化、肥料、土壤及作物學

等。到了 1911 年，農業講習分成預科、農科與獸醫科，需先就讀 1 年的預

科後方能選擇進入農科或獸醫科，課程安排大量的實習，讓學理能夠銜接實

務應用，也分擔場中的農務工作。55作為臺灣農業改良的先聲，1915 年大

正天皇大嘗祭的獻穀，總督府原本規劃從各地尋找農家種植，不過最後仍選

擇總督府農試場，由農業講習生負責栽種水稻，成為臺灣獻穀的提供單位。 

1919 年總督府公布臺灣教育令，第一所農業專屬的嘉義農林學校設

立，農事講習規則也廢止。農事講習施行的 19 年間共培育 816 名畢業生，

雖然其號稱實業教育，不過社會上並沒有相應的職業供給，且因為傳統的科

舉入仕觀念影響，多數畢業生沒有從事農業，而是在地方基層工作，或是擔

任公學校兼課教師。即便如此，這些受過總督府農事訓練的人，依舊可以在

地方扮演配合官方政策的角色，其具備的知識也有助於農事改良措施在農村

擴散。56 

為了進一步在農村普及農業新知，啟發下層農民，農試場及各廳農會

也安排各地的農事演講，多於晚間進行，選在廟宇、教會或公學校，方便民

眾參與。現場由農試場技師、技手講授，配合播放幻燈片，以及漢文宣傳品

                                                      
54 小田代慶太郎，〈農事教育に就て〉，《臺灣農事報》25（1909 年 1 月），頁 4。 
55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臺北：同著者，1915）頁 8。 
56 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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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放，據報導參與情況相當踴躍，也吸引許多人加入農會組織。57除此之

外，在各地辦理農作物的「品評會」，透過評鑑比賽引導臺灣人改良舊有的

種植法。不過農民對於官方政策未必能配合，一時也無法習慣新法，因此官

方往往發動廳內的職員、技術員，甚至是警察、保甲、地方仕紳等，在米種

改良措施進行時嚴格監督，地方安排的農事演講、品評比賽等也配合動員，

也就是說，除了統治者以外，透過地方菁英的協力，帶動由下而上的力量，

讓農業知識更深入民間。 

  總督府的米作改良事業，透過中央和各地農試場執行，原本「難以下

嚥」的臺灣米逐漸遴選出日本人能夠接受的品種，內地米也移植成功，「蓬

萊米」成功在日本市場打出名聲。而最初被認為「技術低劣」的臺灣農民，

在殖民者藉由農事講習的教育管道，培養出具備現代農業知識的種子人才，

加上地方農會與中央聯手運作，讓改良事業及農業知識普及民間，配合各地

的警察、保甲來監督實踐，這些由殖民政府帶來的新知打破農民的傳統和自

主性，逐漸影響臺灣稻作文化的「現代化」，不僅種植技術精進，品質也提

升，逐漸成為足以與日本米相提並論的優良米，對殖民者來說，這些轉變也

讓臺灣米能夠脫離蒙昧而「神聖化」。 

1918 年，桃園廳農會選定埔仔庄呂有順、中路庄簡新全、黃毝春三人

各耕種一分田，田地於 7 月 21 日設置，並在埔仔區役場舉行祭典，桃園廳

長及區長簡朗山等官員皆出席。水田必須清淨肥沃，灌溉便利無風害，並統

一由農會提供大豆粕和過燐酸石灰做為肥料。稻穀於 10 月收穫，揀選品質

較優者 2 石，脫殼後再精選出白米 4 斗，如此大費周章，目的是要作為 11

月 23 日臺灣神社新嘗祭所需的「神饌米」，同時提倡敬神觀念與獎勵農作。

58據報導，這是廳內的創始計畫，首次嘗試讓臺灣人在嚴謹的規範下，栽種

稻穀獻給神社的新嘗祭，顯示米作改良已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使得臺灣人有

足夠能力培育「神聖的新穀」。 

                                                      
57 〈新竹農會槪況（一）農談會と幻燈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 
58 〈新嘗祭獻納米〉，《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7 月 2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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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獻給「天皇」的穀─宮中獻穀 

就日治前期而言，臺灣種植的稻米只用在島內的祭典，即使 1915 年曾

供應皇室大嘗祭新穀，但沒有形成固定的例行公事。日本領臺 20 年以來，

政治、經濟已趨穩定，米作改良有大幅進展，也曾由桃園廳下的農民嘗試栽

培祭典新穀，此時已翻轉過去「舊慣溫存」的宗教政策，準備扶持國家神道

在臺灣發展。1920 年代開始，總督府調整對臺的統治策略，在治臺方針的

轉變下，臺灣的米穀也計畫由臺灣各地輪值栽培，獻給日本的天皇「品

嘗」。 

一、臺灣米成為「獻穀」 

  日本領臺以來，國家神道態勢不振的情況在 1915 年有了改變。當時總

督府正為宗教政策的方向舉棋不定，結果 5 月下旬爆發西來庵事件，促使總

督府開始重視臺灣的宗教問題。1916 年進行全島性宗教調查事業，於 1918

年 6 月設立總管神社、宗教事務的「社寺課」，其主要工作是處理神社、神

職人員制度，並總管其他宗教事務，當然最重要目的便是扶植國家神道在臺

灣的發展。1923 年，總督府將宗教法規中與神社相關的部分廢止，讓神社

脫離「宗教事務」，意味著神社所屬的國家神道不再具一般宗教的性質，確

立其「國教」的地位，至此才穩固國家神道在臺灣的法制基礎，而能夠推動

臺灣人的教化事業。59 

臺灣的宗教政策轉趨積極，總督府統治臺灣的策略也有所調整。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興起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風潮，為了避免民族自決

的聲浪在臺灣掀起，總督府開始討論如何加強地方統治權力、修正地方制

度。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他向原敬首相提出「內地延長主

義」的殖民地政策，獲得首相同意，於是治臺方針便採取「內臺融合」的同

化政策，目的是「教化臺灣人，使其成為純日本人」，且為了讓「文明恩

澤」的觸角深入民間，地方制度也加以重整。1920年發布律令，將臺灣改

                                                      
59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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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州、市、街庄制，全島分成5州2廳，共設有3市263街庄，60在10月1日正

式實施地方制度。 

與此同時，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開始籌畫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1920

年10月19日，他指派内務局長川崎卓吉，擬定新嘗獻穀的相關事務；隔年4

月13日，拜訪掌管宮廷庶務的宮內大臣牧野伸顯，討論讓臺灣新穀加入宮

中新嘗祭之事。61此事推動地相當順利，該年7月即表示臺灣將加入「天皇

親嘗」的獻穀行列，擬透過各州勸業課，遴選州內勤於農事的篤農家及蕃地

的蕃人種植獻穀，提供精米一升、精粟五合，62 

  1922 年 7 月 7 日，田健治郎總督在地方會議上向各州廳長官訓示獻穀

的意涵： 

（宮中）新嘗祭由各地方農民代表性地獻納新穀，然而卻遺漏了

臺灣，我感到相當疑惑，去年我與宮內大臣討論此事，宮內省表

示相當樂見其成，因此決定今年起每年由一州提供新嘗獻穀。新

嘗祭是朝廷儀式中最重要的祭典，我國以農立國，將作物初結實

的稻穗獻到神前，由天皇親自舉行祭典，是自古以來就相當重大

的儀禮，對臺灣來說，更是一件極為光榮的事……，各地方在耕

作時務必思考這樣嚴肅的意義。63 

由此可知，田健考量的是新嘗祭對日本國家的意義，他強調新嘗祭儀的神聖

肅穆，以及臺灣米能夠參加的光榮感。不過同樣的會議上，總務長官賀來佐

賀太郎還提到了獻穀的其他意義： 

（臺灣新嘗獻穀）是用在朝廷最重要的儀式，其次則包含有農事

                                                      
60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41-142。 
61  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0-10-19、1921-04-13」，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1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

u.tw/tdk/田健治郎日記/1921-4-13。 
62 由於臺灣西部農民鮮少種粟，最初計畫統一由東海岸行政區內的生番耕作。〈天皇親ら

御獻穀の供御米を我臺灣からも品行方正な篤農家や東海岸蕃人等の耕作した粟も由基

田主基田の儀に則つて謹作〉，《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3 日，第 7 版。 
63 不著撰人，《總督總務長官訓示》（1922），不詳，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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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的意涵，因此希望耕地及耕作人的選擇要充分地注意。64 

亦即，臺灣獻穀有兩個層面的考量，一個是透過種植過程培養人民對國家的

認同；另一方面，栽種獻給天皇的米，又具有鼓勵農作的效用，也就是說，

獻穀活動是種教化事業，同樣的論點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編輯欄〈日日小

筆〉也再次強調，尤其是農作的部分「現在臺灣的農民在農業經營上，相對

性的幼稚，今後要利用這樣的機會給予獎勵。」65而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新

嘗祭與獻穀，報紙連續三天刊登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的投書，內容主要闡述

皇宮的新嘗祭如何舉行，祭典在歷史上的演變，以及臺灣獻穀的源起及栽種

要點等等，其中揭示的耕種注意事項為： 

耕作地選在有水利之便、地勢較高不易潮濕之處，避免過於接近

住家而導致汙穢物混入，也要避開墓地、屠宰場、胎盤埋藏處等

不潔之地。耕作者的選擇有農事獎勵的意涵，務必慎重。必須要

品行方正、家庭和睦，謹守自耕農本分的模範人物。若家中有人

服喪、遭逢事故、與他人嫌隙，或曾遭受刑罰者皆不宜推薦。 

肥料應使用菜種油、油粕、綠肥草木灰等潔淨品，禁止使用人糞

或其他不潔物。其他如獻納米粟的精白法、容器製作法、監督的

要點等等也已訂定。66 

由於穀物乃獻給天皇，必須營造聖潔的育成條件，至於注意灌溉與肥料的使

用，即吻合農作改良的要點，同時也隱含現代衛生的觀念。67整體來說，栽

種地與種植者的選擇若與日本相比，原則上並無二致，以 1921 年愛知縣阿

久比村的獻穀紀錄來看，同樣也強調栽種人的品行、家庭狀況、農業能力

等，不過並沒有要求栽種地須具備水利條件，也沒有註明肥料的使用，不過

卻特別提醒栽種地、種植過程以及相關人員皆須注意傳染病的防治。 68另

                                                      
64 不著撰人，《總督總務長官訓示》（1922），不詳，頁 37。 
65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6 日，第 3 版。 
66 〈就新嘗祭供御米献納而言（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67 獻穀栽種過程中極端的潔淨要求，是受到近代神道清淨觀，以及歐美的衛生觀念影響，

最初在 1909 年的〈登極令〉制訂大嘗祭「拔穗之儀」清淨衛生的規則，進而影響新嘗

祭的獻穀規定。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

文化財》（東京：校倉書房，1997），頁 155。 
68 真田重治編，《新嘗祭献穀記念録》（愛知縣：献穀畠奉賛会，192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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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除了田地的奉仕人（耕種者），還需選出獻穀者，也就是獻穀代表，阿

久比村的審核標準是該人所擁有的土地適合與否、品行經歷、傳染病的有

無、資產情況等，臺灣在這部分則沒有特別說明。 

  臺灣獻穀事務從 1922 年開始，首先由臺北州負責該年度的「獻穀米」

及「獻穀粟」。總督府內務部乃透過臺北州勸業課和農會，挑選耕作地與耕

作者，該年 1 月 14 日，州知事高田富藏會同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內務部

長田阪千助、州勸業課長及技師等人勘查獻穀田地點，選定七星郡士林庄員

山仔腳（今士林芝山岩旁）的水田，此地不僅位在「聖域」臺灣神社後方，

緊鄰的芝山岩對殖民政府更有特殊意義。69田地大小約一分，因有芝山岩作

屏障而風害不多，周遭環境清幽，取水、排水良好，土地亦相當肥沃70。獻

穀代表及副代表為當地住戶吳順、簡春塘，同時選出 8 名耕作者。71 

  耕作者及田地確認後，卜定 1 月 30 日舉行「地鎮祭」，以祈求田地平

安，於上午 10 點 30 分舉行。當日在田地北方設置祭壇，獻穀田四周以青竹

及注連繩圍繞，界定田地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域，角落立柱，上書「新嘗祭獻

穀田臺北州」字樣。除神職人員、獻穀者外，總督府內務部長、社寺課長、

臺北州知事、七星郡守及相關職員皆出席祭典，當地居民、社子公學校的教

師學生，以及明、後年輪值的新竹州、臺中州也派代表前來觀摩，顯見州政

府對獻穀的慎重。儀式上耕作奉仕人身著全新的作業服，使用全新購置的整

套農具，在田地行「鍬入式」，也就是象徵性地以鋤頭耕地。儀式結束後，

劃出一部分田地以短冊形秧田育作秧苗，品種為士林常見的「短廣花螺」

72，移植之前，秧苗需施肥 2 次以利成長。 

  移植秧苗的「田植祭」日期視秧苗發育情況而定，時間選在 3 月 6 日上

                                                      
69 芝山巖是日本在臺灣設置的第一座近代教育機構：國語傳習所的所在地，被日本政府視

為臺灣教育的發源地，而在芝山巖事件殉難的六氏先生，也被詮釋成忠君愛國的精神表

現，即所謂的「芝山岩精神」，因此第一座獻穀田設在芝山巖旁，或許也可作為同化、

教化事業開始的象徵。方孝謙〈「內涵化」與日據芝山岩精神的論述：符號學概念的試

用與評估〉《臺灣史研究》1：1（1994 年 6 月），頁 102。 
70 〈新嘗祭に灣米獻上  初穗田は芝山巖附近〉，《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15 日，第

7 版。 
71 〈獻米田  鎭祭 る三十日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8，第 7 版。 
72 短廣花螺為在來種，清代即已普及臺灣，由於產量高，穀粒外觀與口感與內地種較為接

近，經常被選作農試場改良品種。米種改良事業之後，七星郡的限定品種之一即為短廣

花螺，在 1922 年的統計中，栽種面積僅次低腳花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

彙報 第十三號 水稻品種及其分布面積》，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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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0 點舉行，距離地鎮祭相隔 35 天，田地先以大豆粕、過燐酸石灰、硫酸

安母尼亞、木灰等施肥一次。73祭典當日，同樣有總督府內務部長、社寺課

長、臺北州、七星郡守及地方居民、公學校等相關人員參與，田地分成五等

分，由 8 名耕作奉仕人以正條植的方式，依序將秧苗移植到田地，整個過程

約 2 小時完成。74 

  5 月 31 日，七星郡守館與吉到獻穀田視察，此時稻米已開花結穗，預

估 6 月下旬至 7 月初舉行「拔穗祭」，最後祭典定在 7 月 1 日，此間經歷 3

次除草稗拔及 1 次追肥。由於穀物已將收穫，相較於前面的祭典，拔穗祭的

規模更為盛大，除先前參與的官員外，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亦出席祭典，

附近庄民甚至帶著飲水食物一早便到現場聚集。75拔穗祭由高田知事擔任拔

穗使，在勸業課技師的引導下進入獻穀田，依序摘下 24 枝稻穗，再轉交給

神職人員獻到祭壇。儀式結束後奉耕人將所有稻穗收成，連同獻穀粟送到州

農會的倉庫存放。76 

  雖然種植獻穀粟的獻穀畑以蕃地為主，但在獻穀第一年的臺北州，卻選

在深坑庄，由漢人奉耕，推測可能是總督府尚未掌握蕃地事務，為了確保粟

的收成順利所致。栽種地位在木柵公學校（今木柵國小）前的高地，旱田大

小約 30 坪，獻粟代表為當地名望家張德明。77畑地以注連繩及竹編的圍籬

環繞，78且為了避免鳥害，吊掛如蚊帳般的細網將作物全部遮罩。79獻穀粟

採用鹿兒島的地摩種，80栽種流程與獻穀米大致相同，肥料種類也一樣，惟

                                                      
73 〈臺灣で初めての獻穀〉，《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1922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74 〈獻穀田の田植の祭 芝山巖麓に奉仕人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7 日，第

7 版。 
75 〈芝山巖に於ける獻穀田  拔穗祭 高田知事拔穗使を承り  昨日嚴肅に執行さる〉，《臺灣

日日新報》，1922 年 7 月 2 日，第 7 版。 
76 農會的農倉提供新式籾摺技術及改良的儲存設備，1920 年總督府即開始擬定農會設置

農倉的獎勵辦法，希望農會升級原有設施，使農會農倉成為地方的示範倉庫，以改善稻

米加工和儲藏技術，此後各地農會才陸續成立專屬農倉。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

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179-180。 
77 〈粟獻穀畑決定  臺北州文山郡木柵〉，《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 
78 注連繩是神道教的祭具，以稻草或麻編成，用以表示「神域」和「現世」的結界，因此

具有驅穢避邪的效果。  
79 〈新嘗祭に奉獻する  粟畑の地鎭祭  昨十一日木栅にて執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

22 年 3 月 12 日，第 7 版。 
80〈文山郡木栅の獻穀田地鎭祭  栗の種蒔きも同時に〉，《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9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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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性質有別，祭儀以及田間管理的施行有所差異。木柵的獻穀粟於 3 月

11 日舉行地鎮祭，儀式結束後播種，植株不再移植。6 月 24 日舉行拔穗

祭，各長官及木柵公學校學生列席參加，收成後同樣送至州農會倉庫。 

  待米穀完全乾燥後，10 月 3 日舉行「精白式」，由社寺課長、技師及七

星郡相關人員執行，從脫殼精製的白米中挑出色澤形狀優美者共 1 升，再以

白絹打磨，粟舂搗過後也細選出 5 合，各自收入阿里山檜木製的木盒中。81

獻穀米及獻穀粟由內務部長帶到總督府，並向總督報告獻穀從選地到收成的

始末，之後由總務長官攜至東京宮內省，82與來自全國一道三府四十三縣及

朝鮮的獻穀一同供給該年新嘗祭使用，至此臺灣獻穀的奉獻流程才正式結

束。宮中新嘗祭舉行後，對於獻穀米及獻穀粟的代表，也由宮內省發出獻穀

證明函，經總督府、臺北州廳轉交給兩人， 83以表彰他們對獻穀種植的辛

勞。 

翌年的獻穀田為新竹州負責，經州知事親至現場勘查後才確定地點，

並選出奉耕人等。此後每年的宮中獻穀依逆時針序輪值，臺灣米穀正式以

「宮中獻穀」的形式進貢到日本，提供主持新嘗祭的天皇「品嘗」。84 

  

                                                      
81 〈獻穀米精白式 三日州の農場で嚴に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0 月 4 日，

第 7 版。 
82 〈臺北州獻穀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2 年 10 月 12 日，第 5 版。 
83 〈通達書傳達 獻穀米の〉，《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 
84 輪值的五州二廳中獨缺澎湖廳，主要原因是澎湖受自然條件影響，無法出產稻米，另一

方面，澎湖廳直到 1926 年才設置。  



42 

 

圖 3-1 臺灣獻穀田分布圖 

說明：臺灣獻穀米、粟的供應由五州二廳輪值負責，自 1922 年臺北州開始，逆時針依次

為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7 年一輪，最後再回到

臺北州，此輪值模式持續至 1944 年。 

資料來源：依據附錄一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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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臺灣獻穀畑分布圖 

說明：臺灣獻穀米、粟的供應由五州二廳輪值負責，自 1922 年臺北州開始，逆時針依次

為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7 年一輪，最後再回到

臺北州，此輪值模式持續至 1944 年。 

資料來源：依據附錄一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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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獻穀的運作 

  每年度的臺灣宮中獻穀由島內的 5 州 2 廳輪值，依逆時針方向進行，分

別是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及花蓮港廳。至

1944 年為止米和粟各有 23 處被選為栽種獻穀的獻穀田及獻穀畑，每處田畑

都有獻穀或獻粟代表。雖然臺灣米在米作改良後品質提升，已有日本米商將

臺灣米與滿州、朝鮮、樺太及日本內地各道府縣的米一同奉獻於明治神宮的

祭典，85不過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已不僅是祭典意義，日本政府著眼的其實是

透過栽種的過程，達到臺灣人的精神教化以及米糧生產的動員。 

（一）漢人與獻穀米 

1、獻穀地與獻納總代的選擇 

  原則上，栽培獻穀米的獻穀田位於一般行政區，而獻穀粟的獻穀畑選擇

蕃地，由蕃人種植，但由於各地族群組成不同，總督府視地區的差異而有不

同的考量，例如臺灣東部的族群以蕃人占大多數，尤以阿美族人口最多，原

則上屬於蕃地，但因為臺東廳與花蓮港廳的阿美族「溫馴勤勉」，分別在

1904 年、1914 年被劃歸為一般行政區的「平地蕃人」。86因此臺東廳獻穀便

由阿美族部落負責。至於花蓮港廳雖然也是平地蕃人居多，但廳內有三個官

營的日本移民村，栽培事業便決定由移民村的日本人經營，應為考量其稻米

栽培技術較佳，同時有獎勵移民村的作用。 

從獻穀栽種地的公布時間來看，州廳大多在負責該年獻穀的前一年度

就選定，不過因計畫進行的時間不同，也有在該年度才確定。地點從「候補

地」中挑選，而候補地數量不一，如 1927 年的臺東廳獻穀田候補地就有

5、6 處，87乃透過勸業課技師現地勘查，甚至連州知事也會一同前往，並在

                                                      
85 1922 年 10 月 1 日為明治神宮完工鎮座三年祭，及明治天皇逝世十年祭，由東京迴米問

屋組合事務所蒐集全國道府縣、殖民地的米各一俵奉獻，隨後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

也表示正籌劃臺灣米的奉獻。〈奉獻米〉，《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1922 年 10

月 5 日，第 12 版。 
86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臺灣史研究》19：2（201

2），頁 111。 
87 〈臺東の獻穀田  田は知本社 畑は卑南社〉，《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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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地方人士開會協商，確定田地後即擬訂栽培計畫。88田地的審核標準

中，耕作條件是一個重點，正如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在報紙所揭示的內容，

「土地高燥肥沃、灌溉便利、環境清淨」等，為了達到環境清淨的要求，田

地與人口稠密的街區有一定距離，也避免不潔之物混入，甚至要「遠離普通

水田」89。土地肥沃而排水良好、水源穩定乾淨是農業經營的基礎，耕種時

也能事半功倍，有助於豐收，事實上這些要點即是農業經營的知識，也是總

督府推廣米作改良事業以來所強調的，換句話說，設置獻穀田即透過「天皇

獻穀」的包裝，再次宣傳米作經營的重點。 

  在日本，獻納總代表即為田地的業主，而臺灣的獻穀田通常也由總代提

供，由政府支付「賃耕料」向其租用土地，因此地點如何挑選，其實也與獻

納總代有關，也就是「人」的選擇。雖然臺灣並沒有明確的總代篩選標準，

但獻穀是由上而下推行的教化事業，在統治者與臺灣耕作人之間，需要能與

雙邊溝通的角色，一方面肩負穀物產出的責任，協調地方人力與資源投入，

確保穀物品質，也要能與官方溝通，配合祭典和政策的施行。若從 23 次獻

穀米的正副總代名單來看，可以發現多委由當地德高望重、具有影響力的人

擔任，如任命當地的保正、庄長、地方仕紳，或是與統治者關係良好，致力

於農事的人，像是 1925 年高雄州的獻納總代為屏東九塊庄長龔天降，報導

即稱「郡下本島人努力於國家社會，以龔庄長為最云」；901931 年臺中州獻

納副總代郭燕檳，是 1920 年代初期就投入蓬萊米改良事業的「篤農家」；91

另外，臺中豐原的地方仕紳張麗俊，擔任 1924 臺中州獻納副總代，當時由

豐原街長奧青次通知他到郡役所面談，庶務課長蘆原貞次郎委任他此職，並

說此乃「十分名譽」之事，92日後張麗俊多次在個人日記裡提到巡視獻穀田

園、參與祭典、討論經費等工作內容。由此可知，以地方名望人士擔任正副

總代，不僅讓獻穀事務運作無礙，也能對地方民眾起示範效果，另一方面，

也是種懷柔、攏絡地方頭人的方式。  

                                                      
88 〈獻穀田畑の下檢分〉，《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0 月 25 日，第 3 版。 
89 〈臺東獻穀田 擧行播種祭〉，《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90 〈屏東獻穀田祭〉，《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2 月 17 日，第 4 版。 
91 〈獻穀田播種祭  二十四日擧行〉，《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 月 21 日，第 7 版。  
92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3-12-2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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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獻穀事務有一定程度依附仕紳頭人打入地方社會，但也有民眾主動

爭取奉獻。1937 年新竹州獻穀田選在苗栗公館庄，據說即由獻納總代林益

貞的兒子林隆獻毛遂自薦。林隆獻任職於苗栗郡役所，與政府人員熟識，在

新竹州遴選獻穀田之時，主動將家中的田呈報。林益貞是當地知名的堪輿

師，受地方人士敬重，林家的田地位在後龍溪沖積平原，透水良好，有湧泉

可供灌溉，經殖產局技師勘查後指定為獻穀田，93同時委託林益貞任獻納總

代，林隆獻是奉耕人之一。栽種獻穀田除了名譽上的「天皇榮耀」，更重要

的是可透過配合官方政策，與統治者維持良好關係。94 

2、人力來源與田畑配置 

  總督府執行獻穀事務，其目的除了農事獎勵，也培養臺灣人敬神崇皇的

精神，屬於社會教化工作的一環。臺灣的社教工作原本不受總督府重視，直

到 1926 年文教課升格為文教局，逐步建置社會教育行政結構後，社教工作

才開始提振，95同時間，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轉為積極，青年力量得以輔

助地方的教化工作。獻穀田的主要勞力，即從街庄的青年團、壯丁團、保甲

團當中選拔，以品行端正、身強體健、具有農業知識者為優先，或者從當地

的農業傳習所挑選學生，協助栽培工作，甚至因此提早入學，以盡快習得農

業技術。96遇到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事，州廳也安排支援，如 1929 年臺北州

的獻穀田地鎮祭會場布置，除了在地的宜蘭及員山庄青年團外，還動員宜蘭

農林學校全校職員及師生共 280 名，完成整地、架設祭壇與竹籬。97 

  獻穀栽培由州政府歲出臨時部編列預算，包含耕作費、祭典費以及所有

人事物資所需費用，並可向總督府申請補助，98 1924 年臺中州獻穀副總代

張麗俊，就在拔穗祭後與總代游龍江、役場職員於街役場討論耕種費和耕作

                                                      
93 林昌悅（1935 年生，林隆獻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劉增

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苗栗文獻》22（2006.6），頁 32。 
94 此後林益貞被選為篤農家，並曾在 1941 年接受表揚。〈農事の功勞者 本島で十氏表彰

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95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46。 
96 〈農業傳習所生から  獻糓出奉仕人を選定〉，《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2 月 25 日，第

3 版。 
97 〈獻穀田地ならし〉，《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98 如栽培管理費、乾燥加工費、穀粒精選費等，〈新竹州新嘗祭供御新穀獻納者ニ對スル

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3445 冊第 1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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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錢數目，99也就是說，總督府乃提供一定的報酬作為鼓勵獻穀的執

行，臺灣人並非無償提供土地和勞力。 

 

圖 3-3 1929 年臺北州宜蘭郡獻穀田，動員宜蘭農林學校師生協助整地 

圖片來源：〈獻穀田地ならし〉，《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獻穀田規模龐大，總面積從上百坪到千坪不等，但實際耕作面積比例不

高，以 1928 年花蓮港廳獻穀田來說，2,250 坪的土地，本田只佔 144 坪，

其他包含秧苗田、預備田、沉澱池以及祭壇用地、通路和竹圍籬等設施（表

3-1），整塊場地呈長方形，寬 30 間、深 75 間（約為 55、136 公尺），最

外圍築土壘並設兩層的竹柵，其內分成來賓休憩所、祭典式場和本田三個區

塊，本田圍繞交叉的竹籬、注連縄，並種植竹子，左右及後方設預備田和沉

澱池，除此之外，另有 900 坪的參列員休息所。100 

  為表示對獻穀事業的重視，同時方便官員視察，當地政府會出資重鋪周

邊道路，或拓寬為汽車可通行之路，這些工作也由青年團及在地居民完成，

如 1932 年高雄州的獻穀田位於鳳山郡鳥松庄，即發動庄民改修鳳山、楠梓

通往獻穀田的道路。101這些硬體設施也成為民眾得以享用的「公共建設」。

除了交通設施，在總督府推動部落振興運動之下，1937 年苗栗公館的獻

穀，還在總代的住處外鋪設水泥埕，並設立升旗臺要求每日升降國旗，養成

                                                      
99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6-2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6-28。 
100 磯江龍，〈花蓮港廳献穀田〉，《敬慎》2：2（1928 年 5 月），頁 9。 
101 〈獻穀田へ  道を改修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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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尊皇愛國之心。102  

表 3-1 1928 年花蓮港廳獻穀田設施面積 

 

 

資料來源：磯江龍，〈花蓮港廳献穀田〉，《敬慎》2：2（1928 年 5 月），頁 9。  

*不包含 900 坪的參列員休息所。  

 

 

圖 3-4 1939 年臺南州虎尾郡二崙庄惠來厝獻穀田 

說明：該年的獻穀田總面積達 4,056 坪，規模相當龐大。  

                                                      
102 林昌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劉增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

田〉，頁 35。 

設施名稱 坪數 

本田 144 

苗代（秧苗）  12 

預備田 320 

預備田苗代 20 

祭場 900 

來賓休憩所 450 

沉澱池 30 

水道、通路、

田埂、圍籬 
394 

總計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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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虎尾郡獻穀田、獻穀田〉，《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24 日，第 6 版。 

3、品種及栽種技術 

  獻穀米種植的品種隨著米作改良的腳步而變化。最初使用經過汰選改良

後的在來種，如 1922 年臺北州七星郡的短廣花螺，或是 1924 年臺中豐原

的葫蘆墩米，103直到蓬萊米栽培成功且大規模栽種後，1929 年才開始全面

使用蓬萊米。該年獻穀為臺北州宜蘭員山庄負責，透過員山庄農事組合提供

嘉義晚 2 號栽種。1041931 年臺中州獻穀使用新品種臺中 65 號，105無論在米

粒的光澤、透明度及收穫量，都有難得的好成績；1061935 年花蓮港廳林田

村栽種新培育的吉野 1 號，也以優越品質獲得「逸品」的封號，107可見稻

米品種與獻穀品質有緊密的關係。為了配合 10 月穀物送交宮內省的期限，

臺灣獻穀都使用一期作。奉耕者為了避免「玷汙」穀物，須每日齋戒沐浴，

田地以官方推廣的短冊形秧苗、正條植方式耕作，使用全新製作的整套改良

農具，108肥料為菜籽油、油粕、綠肥或草木之灰，不可使用人畜糞便，109

除了維護穀物聖潔外，也避免細菌及傳染病在民眾間流傳。田植祭到拔穗祭

之間進行數次生育調查，確認秧苗長度、分蘗數、出穗、結實的日期等生長

狀況，110而祭典舉行、除草活動、天災病蟲害的肆應等也都要確實執行，

詳細記錄。 

如此費心照料，奉耕人不易徹底遵行，因此栽培過程中，從郡守、街

庄長及農事指導員等相關人員的親臨指導，到正副總代的巡視，再加上警

                                                      
103 當時葫蘆墩米的品種主要是烏尖與糯米。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5。 
104 嘉義晚 2 號為中央研究所嘉義農試場於 1926 年培育的新種，風味佳，獲得內地市場的

好評。〈獻穀米  蓬萊種に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4 日，第 7 版。  
105 臺中 65 號是末永仁在臺中州立農事場期間，花費 6 年心力，於 1929 年培育出的新品

種，隨即取代嘉義晚 2 號成為普及臺灣的蓬萊米種。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15。 
106 〈獻納米栗は好成績  臺中六十五號の賜もの〉，《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9 月 27 日，

第 5 版。 
107 〈花蓮港廳の新嘗祭獻納穀類  賞讃を受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9 月 3 日，第 5

版。 
108 〈獻穀田奉仕人〉，《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25 日，第 7 版。1930 年新竹州獻穀

的奉耕人，收到福岡市磯野七平寄贈的 2 具磯野氏深耕犁。磯野七平為福岡農具製造

商磯野鑄造所的經營者，此犁是末永仁與磯野七平合力改良福岡系統的犁具，於 1922

年成功研發的改良犁。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頁 376。  
109 〈就新嘗祭供御米献納而言（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110 〈獻穀田苗代成育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1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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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保甲系統，甚至是總督府官員視察，這些密集的「監督」都是要確保奉

耕人能戮力耕種，並提供必要的協助，以達到獻穀育作的標準，對其他農民

來說，獻穀田就如同模範田，向民眾示範一次農事應具備的耕作技術與態

度。 

4、祭典活動與穀物收穫 

  精心栽培下的獻穀，比起一般穀物已具備不凡的「資歷」，更經過多次

的祭典儀式而神聖化。地鎮祭、田植祭和拔穗祭背後象徵作物不同的生長階

段，舉行日期視作物生長情況而定，但也配合人事調整，例如 1923 年新竹

州獻穀的地鎮祭，就因伏見宮貞愛親王逝世而延期，111或者 1929 年的臺北

州獻穀，也因州知事需接待來臺的英國大使，以及川村竹治總督出差到日本

的因素，遂配合變更日期。112祭典除了神職人員外，總督府內務、殖產、

社寺及教育單位的官員都需參與，州廳街庄的官吏職員也要出席，然而

1927 年的臺東廳獻穀，卻由於該年天皇服喪暫停朝政，再加上臺東廳位置

偏遠，抵達不易，因此內務局和殖產局長皆不參加祭典，只在最後拔穗祭時

派技術人員列席，表示獻穀品質已通過檢查之意。 113當然，官員出席祭

典，隱含統治者視線深入地方之意，因此要求盡可能全員出席，不過對居民

來說，或許是另一種「光榮」。除了官員之外，在地的農業學校、公學校學

童都安排至現場觀禮，加上地方仕紳、領導人物，各教化團體及一般民眾

等，甚至也有記者團採訪，有時參加人數多達上千人，尤其日治後期進入戰

時體制，祭典規模越發盛大，動員觀禮的民眾也大幅增加。 

  不過屬於神道教的祭典對臺灣人而言，尤其是負責耕種的農人，儀式流

程相當陌生，1924 年臺中州的豐原街獻穀田在 1 月 8 日舉行地鎮祭，前一

日預先演練祭典儀禮，副總代張麗俊就在日記中提到，「齋主方引我二總代

執玉串並工人六名到神前行磬折之禮，但彼等俱是農夫，未能順序，引導數

回方散，」114 

                                                      
111 〈播種式は延期〉，《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2 月 8 日，第 7 版。 
112 〈獻穀田地鎮祭  二月一日に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9 日，第 2 版。 
113 不著撰人〈臺東獻穀田〉，《まこと》62（1927 年），頁 6。 
114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1-0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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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典舉行前，報紙會提供鐵路接駁資訊，建議參列者搭乘， 115也因

為有些地點位置偏遠，必須提早前往，沿途順便賞景遊覽，宛如出遊一般。

像是 1926 年高雄州神社負責庶務的社掌竹下種長，就寫下前往獻穀米拔穗

祭的〈九塊庄記行〉，內容描述搭乘糖業鐵路的景致，且不斷藉由所見所聞

創作俳句； 116祭典最後，州知事或其他官員會在現場對民眾宣講獻穀目

的，包含尊崇天皇以及農事增產等，或是宣導其他政策。拔穗祭結束，代表

獻穀栽培順利完成，地方官廳設宴席慶祝，也犒賞總代及奉耕人的辛勞，

117對於此年度盛事，地方州廳甚至製作紀念品發送，1931 年臺中州大甲郡

獻穀田在拔穗祭結束後，贈送與會來賓 150 個由臺中工藝傳習所製作，刻

有「獻穀田」文字的木杯。118 

  米的碾製與挑選主要由技師在農會、農試場執行，採用官方推廣的新型

籾摺機器，但也有獻穀米粟在私人精米所碾製後於郡役所精選的記錄，119

或許有鼓勵民間使用新式精米設備的效果。另外也嘗試讓農業學校的學生試

作，如 1930 年的新竹州獻穀，先將農會選出的 6 斗精米，轉交南崁農業補

習學校，由 20 名學生篩選出 6 升的米，最後送到農試場精挑出 1 升的獻

穀，120並檢驗品質、統計米穀粒數。121。獻穀米以白布擦拭光亮後，連同

獻穀粟以生絲織成的「白羽二重袋」收納，裝在桐木或檜木製的二重箱中。

122米粟送到總督府並且呈報栽種經過，最後於宮內省訂出的期限 10 月 30

日之前，派員從基隆乘船護送至皇宮。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1-07。 

115 〈高雄州獻穀田〉，《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30 日，第 3 版。 
116 〈九塊庄紀行（上）〉，《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24 日，第 3 版。 
117 三角生，〈蕃人の獻穀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0（1925 年），頁 211。 
118 〈大甲郡の獻穀田記念杯〉，《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7 日，第 5 版。 
119 1933 年的高雄州獻穀米粟收成後，在鳳山街的億記精米所碾製。〈獻穀籾、粟精白〉，

《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120 〈獻穀米粟の謹調製〉，《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9 月 2 日，第 5 版。 
121 〈畏き邊へ獻穀の新米新粟〉，《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23 日，第 5 版。 
122 箱子的尺寸統一為長 5 寸 2 分，寬 2 寸 6 分，高 2 寸 5 分。〈新嘗祭獻穀米粟謹調〉，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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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929 年臺北州獻穀田地鎮祭及播種祭 

說明：由上而下分別是神官朗誦祝禱詞、鍬入式、播種式、參列人員，左下圓圖為耕種人

總代行拜禮。  

圖片來源：〈獻穀田畫報  儀式の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2 月 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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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1928 年花蓮港廳大嘗祭獻穀執行米粒挑選作業 

圖片來源：〈光榮に輝やく吉野村─新穀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4 日，第 5

版。 

 

圖 3-7 1934 年臺東廳獻穀，右為米 1 升，左為粟 5 合 

圖片來源：〈本年の神嘗祭に臺東廳より獻納の新穀〉，《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註：原圖片標題「神嘗祭」應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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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穀物獻納之後 

經過半年合眾人之力的悉心栽培，種植完獻穀的田地，有的由業主無

償捐出，經當地青年團體指定為永久模範田，提供當地神社所需用米，也紀

念獻穀榮譽及作為農業典範。123收穫的穀物選出送交皇宮的部分後，剩餘

米粟分予相關人員，如總代、奉耕者以及當地的神社使用，1925 年的臺南

州獻穀還分配給州協議會員，124至於祭典所用的祭器也奉獻至神社，耕作

的農具、祭服則由奉耕人帶回。1251928 年適逢昭和天皇的大嘗祭，該年獻

穀的花蓮港廳，也將剩餘的米交由臺中專賣局製酒，提供給島內 21 個神社

在新嘗祭典使用。126宮內省收到臺灣獻穀，便發送受納證明，上面記載獻

納代表的姓名，由總督府轉交給本人，表彰獻納總代的辛勞。也有州廳長另

外頒發感謝狀及銀牌，127或是致贈特製的玻璃花瓶以資獎勵。128 

       為了為強化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涵養國民精神，在獻穀栽培的過程中，

官方不斷透過報紙、雜誌宣傳宮中獻穀的「無上光榮」，強調在政府「嚴

選」下所決定的耕作地，當地居民都「沐浴在天皇的恩澤」中，對於即將耕

種獻穀的奉耕人，也形容他們無不「心虔志誠地戮力耕作、細心養育」，以

最尊敬的心將獻穀敬呈給天皇，天皇亦曾在祭典前親自檢視全國內外地所奉

獻的穀物，表達對獻穀事務的關心。1291927 年起，昭和天皇更在東京赤坂

離宮的水田親自栽種並收割稻米，品種為產量和品質都相當出眾的神力、豐

國及龜尾，130也從 1930 年開始，將收成的新穀供奉於新嘗祭祭典上，等於

親身向全國民眾示範農事勞動的過程，對獻穀事務更有鼓勵效果。131 

                                                      
123 〈昭和日新會擬存獻穀田為模範田〉，《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3 日，第 4 版。 
124 〈獻穀殘存米〉，《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1 月 27 日，第 6 版。 
125 〈獻穀米殘餘分與〉，《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 
126 〈御大典を壽ぐ美酒白酒黑酒を本島でも臺中專賣局工場で謹製〉，《臺灣日日新報》，

1928 年 11 月 8 日，第 1 版。 
127 〈獻穀米納付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8 月 27 日，第 5 版。 
128 林昌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 
129 〈新嘗祭獻穀天覽〉，《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22 日，第 7 版。 
130 〈天皇おん躬ら御田植 泥に塗れさせられつつ〉，《まこと》65，（1927），頁 2。  
131 昭和天皇對生物學研究有極大興趣，但宗教祭祀與自然科學是背道而馳的事情，因此

在他登基以前，多數時間埋首於生物研究，直到踐祚之後才較積極主持宮中祭祀，而

栽種水稻作物，可以視作天皇自身興趣與祭祀事務的共通點。原武史著，黃友玫譯，

《昭和天皇－未卸下的神性光芒》，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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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蕃人與獻穀粟 

1、獻穀地與獻納總代的選擇 

  相較於獻穀米，在蕃地推動獻穀粟的栽培，除了鼓勵農事的意涵，也藉

由農作使蕃人消除「暴戾之氣」，132地點的選擇與獻穀田不同，獻穀畑多設

於鄰近駐在所、學校或農業指導機構旁，之所以位在這些設施旁，是因為蕃

人與漢人社會文化的差異，選擇人多之處方能發揮教化的功能，另一方面，

蕃地尚未全面掌控，鄰近部落的統治中心以便於管理，這點與獻穀田以作物

適宜環境的取向有別。除此之外，在日本人做的舊慣調查發現，臺灣蕃人普

遍有作物的農事祭典，包含播種、摘穗和收穫祭，133因此，獻穀地也會選

在部落原本的祭典區域，試圖嫁接在蕃人的舊有慣習。134獻納總代的選擇

與獻穀米相同，正副總代多為部落有力人物，如頭目、社長等。 

  獻穀粟也有 2 次為漢人栽培，分別在 1922 及 1929 年。1922 年是臺灣

首次栽種獻穀，可能為了確保收穫，故交由漢人獻納；另一回在 1929 年，

該年度原本預定在蘇澳郡蕃地的寒溪蕃童教育所，但相隔一週即變更為同郡

的大南澳，135該地是大南澳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所在地，即大南澳移民事業

進行之處，推測可能同樣與蕃地控制力尚淺、且與獎勵移民開發有所關係。

136 

2、人力來源與田畑配置 

獻穀畑從蕃地部落挑選品行端正、身強體健、具有農業知識者的青年

耕種，也進一步為此組織青年團負責， 137不足的人力，甚至協調漢人協

                                                      
132 武田生，〈獻穀拔穗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7（1923 年 10 月），頁 111。 
133 不過各族群祭祀的作物除了粟、稻之外也有黍，因此有不同的祭典原由和形式，臺灣

總督府番族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第壹卷》（東京：同編者，1921），頁 136-1

43。 
134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北：同著者，1928），頁 346。 
135 〈新嘗祭の獻穀  今年は臺北州〉，《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15 日，第 7 版。  
136 大南澳是蘇花公路沿線的一處原野，為了達到農村建設的目的，1924 年總督府從臺北

州蘇澳郡、淡水郡、宜蘭郡及新竹州下遴選農家 104 戶共 736 人，移民至大南澳。最

初總督府設置移民指導所，為了能夠自治經營，1927 年廢止移民指導所，成立大南澳

購買販賣利用組合，讓當地農民經濟更圖發展。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臺北州農業要

覽》（臺北：同著者，1938），頁 77。 
137 〈蕃丁で組織する南勢青年團  獻穀粟耕作に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2 月 11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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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如 1937 年新竹州獻粟，有 35 名大溪郡青年團，徒步到角板山社協助

獻穀畑整地作業。138 

獻穀畑的面積大小和設施分配與獻穀田雷同，以 1936 年為例，近 7 百

坪的面積中，本畑（主要的旱田）只有 100 坪，祭場以外，道路及遮斷溝

（隔離溝渠）的比例最高（表 3-2）。139除了畑地本身的設施，位在山區的

獻穀畑，也動員全社進行道路改修工事，以利拔穗祭之相關人員進出。140 

表 3-2 1936 年臺北州獻穀畑設施面積 

設施名稱 坪數 

本畑 100 

預備畑 80.5 

祭場 405 

遮斷溝及道路  98.5 

總計 684 
 

資料來源：堤阡，〈新嘗祭獻穀畑地鎮祭並播種祭〉，《臺灣警察時報》245（1936 年 4

月），頁 121。 

 

3、品種及栽種技術 

關於獻穀粟所使用的品種資料較為缺乏，不過從現有的記錄來看，最

初移植鹿兒島的「地摩種」，141也或許是粟缺乏如稻米的大規模改良事業，

因此仍使用當地原住民熟悉、且適應本地風土的在地品種居多，由技師事先

至蕃社採種，以供地鎮祭播種使用。142栽培上同樣強調積極的管理及肥料

使用，透過州、郡勸業課人員給予「懇切的指導」，例如 1925 年臺南州嘉

義達邦社的獻粟，就在作物發芽後特地派 2 名技手上山指導奉耕人疏苗，拔

                                                      
138 〈大溪郡靑年團員が獻穀畑に奉仕  きのふ卅五名入山〉，《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

月 26 日，第 5 版。 
139 堤阡，〈新嘗祭獻穀畑地鎮祭並播種祭〉，《臺灣警察時報》245（1936 年 4 月），頁 12

1。 
140 〈新竹州南庄蕃地の  獻穀畑粟拔穗式〉，《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9 日，第 7

版。 
141 〈文山郡木栅の獻穀田地鎭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9 日，第 7 版。 
142 〈獻穀田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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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過密的植株。143從報紙的報導來看，多在強調總督府的農業技術對蕃人

的影響，即便是以往飽受蟲害而無法耕作的土地，也能結出「如同甘藷一般

手腕大」的粟穗。144 

4、祭典活動與穀物收穫 

對日本人來說，臺灣的蕃人是野蠻愚昧的，因此祭典進行間，「訓練有素」

的蕃人總代及奉耕人在依指示進退參拜，特別引起觀禮者的注意，145身為

頭目的正副總代還會穿上傳統的雲豹皮衣以示慎重，146也有排灣族蕃人吟

唱傳統歌舞，現場與會者及蕃地警察加入同樂。據報導宣稱，參加儀式的蕃

人，會因為祭典的森嚴和粟的收成而引發感觸，1934 年臺東廳里壠山獻粟

拔穗祭後，里壠山的布農族耕作奉仕人アリマンシケン便有如此感嘆： 

我並沒有選上今年的奉仕人，然而思考這次獲選奉仕工作的蕃

人，他們應該都不曾做過取人首級這種事吧。回想自己過去做過

的事，心裡感到不安，體悟到這樣是沒有辦法出現在神明面前，

只能悔恨自己。今年全因為獻穀畑的緣故而有豐收，我將會更加

恭敬地敬拜日本神明。147 

透過這樣的內容，更顯示出總督府意圖藉由獻穀粟的栽種，來達到教化蕃人

的目的，讓狩獵成性的蕃人成為「勤於農事的溫和民族」，148因此祭典除了

政府官員外，也安排鄰近蕃社列席觀摩。 1929 年臺北州獻穀粟乃由大南澳

的漢人移民耕種，使用日本種粟，參列拔穗祭的鹿皮社蕃人，見到穀物如此

豐收感到十分驚訝，尤其面對前所未見的品種，不禁說出「我種的粟從未如

此之大」的驚嘆； 149或許是當地蕃地事務已取得進展，7 年之後的 1936

年，再次輪到臺北州獻粟，同樣指定蘇澳郡大南澳地區，但已改由南澳社的

蕃人種植。 

                                                      
143 〈獻穀畑の第一囘間曳き施行〉，《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29 日，第 5 版。  
144 〈獻穀米栗  成育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26 日，第 2 版。 
145 〈獻穀粟畑の地鎮祭、播種祭〉，《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10 日，第 3 版。  
146 〈高雄州潮州郡の獻穀粟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 
147 〈神靈の加護厚く  獻穀畑粟の豐穰〉，《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6 月 29 日，第 3 版。 
148 總督府認為狩獵是蕃人性情暴戾的原因，鼓勵其養成農作習慣，可使蕃人性格溫馴，

是撫育的「積極手段」。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志稿  第二卷》（臺北：南天書局，

1995），頁 531。 
149 〈獻穀田拔穗式雜觀〉，《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6 月 1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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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蕃地的獻穀粟，除了安排鄰近蕃社前往觀

摩，郡下各庄的役場職員、學校師生還組織視察團參訪，總計人數達 650

人，由於獻穀所在地的シバジイ社（今新竹五峰鄉十八兒部落）鄰近著名景

點五指山和井上溫泉，視察團可順道前往遊覽，進一步促成島內的觀光旅遊

活動，150也留下殖民者對蕃地「他者」觀察的紀錄。151 

5、穀物獻納之後 

獻穀畑完成獻穀後，在統治者的鼓吹之下，許多部落於原地設立神

社，「永遠傳承皇室的恩澤」，152有些則延續獻穀功能，如 1937 年新竹州角

板山社的正副總代有感於「神靈庇護」，決議即使獻粟結束，每年仍於該畑

地耕種，供應臺灣神社及新竹神社的神饌及各部落使用；153另外，1934 年

臺東廳獻粟的里壠山社，頭目還希望明年能參與相關工作：  

獻穀粟所結的粟穗相當豐碩，是我們蕃社前所未見的事，這正是

日本的神靈護佑下的結果，因為這樣的庇佑讓粟大豐收，每個人

都相當歡喜地敬拜日本神明，明年請繼續在這個地方進行，尤其

我將會以頭目的身分奉獻勞動。154 

由於主食作物的豐產，使蕃人樂於接受這項工作，獲得實質利益。不過值得

注意的是，相較於稻米這項主食，總督府對粟的關心程度較低，不僅沒有進

行粟的改良作業，在部落裡實際推廣的是水稻，戰時也為了米穀增產，粟的

產量逐漸減少。蕃人獻納粟，目的是象徵其臣服國家統治，因此「米」仍是

總督府施行宮中獻穀的重點項目。155 

日本政府在臺灣進行的宮中獻穀，奉耕地點涵蓋一般行政區裡的漢人

                                                      
150 〈獻穀粟參觀者押すなく〉，《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6 月 16 日，第 6 版。 
151 例如高雄州神社的社掌竹下種長，在 1926 年到潮州ライ社（排灣族，今屏東來義鄉來

義村）參加拔穗祭，就提到晚上住在竹造茅草頂的屋宇，翌日祭典上，現場的蕃人及

兒童等，都睜著眼睛觀察姿態風雅的神職人員。〈ライ社紀行（下）〉，《臺灣日日新

報》，1926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152 武田生，〈獻穀拔穗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7：1923），頁 111。 
153 〈獻穀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154 〈神靈の加護厚く  獻穀畑粟の豐穰〉，《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6 月 29 日，第 3 版。 
155 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日本臺湾学

会報》（16，2014），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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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蕃地的蕃人，且透過輪值的方式，讓獻給「天皇品嘗」的新穀得以平均地

分布全島。其主要目的正如同最初總督府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時所宣稱，獻

穀之儀能夠振作尊崇皇室、敬拜神祇的心，涵養國民道德，讓臺灣人發揮同

樣的皇祖建國精神，也具有獎勵農事、振興產業的光榮意涵。156指定地方

頭人為獻納總代，成為獻穀事業進入地方社會的橋樑，配合青年團體的動

員，解決栽種獻穀的勞力問題，而自日治初期推廣的米作改良事業，也延續

在獻穀培育上，包含品種、耕作法及田間管理，更透過地方社會的統治網

絡，監督奉耕人執行。隨著作物成長而舉行的祭典，讓眾多高官親臨現場，

強化統治力量，也吸引民眾觀禮，宣傳獻穀事務。最後的穀物篩選、包裝，

更凸顯獻穀自始而終的謹慎態度，即便天皇從未親臨，過程宛如一場場儀

式，促使收穫的穀物「神聖化」，也讓獻穀地和參與者都歷經一場神聖的儀

典。 

相較於獻穀米，獻穀粟也有授產教化的意圖，同一時期總督府在蕃地

開展水田作，目的是利用蕃人生產稻米，作為商品流通市場，157而「農耕

民化」的蕃人也有利於統治管理，以進一步獲取蕃地殖產的利益。158獻穀

粟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被推行，成為理蕃政策的一環。 

總而言之，全島輪值的宮中獻穀，是透過「獻給天皇食用」的名義，

展開殖民地的經濟增產與精神教化，1930 年代以後，隨著日本開啟征服亞

洲地區的戰爭，這樣的目的就顯得更為重要，然而每年的宮中獻穀，米和粟

各只有 1 處栽種，影響層面著實有限。戰爭大幅提升了糧食和人力的需求，

日本勢必得加強動員臺灣的力道，也思考如何讓穀物奉獻的範圍「擴張」，

到了戰事緊迫的 1930 年代末，新嘗祭和新穀獻納事務在戰爭的催化下，規

模和形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156 臺南州警務部，《臺南州警察界展望》（臺南：同著者，1940），頁 66。 
157 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臺北：稻香，1998），頁 30。 
158 未著撰人，〈献穀畑地鎮播種祭〉，《臺灣農事報》（316：1933），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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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シバジイ社獻穀畑 

說明：上圖為獻粟總代及耕種奉仕人，下圖為播種祭  

圖片來源：〈新竹州竹東郡シパジイ獻穀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3 月 15 日，

第 5 版。 

 

圖 3-9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シバジイ社獻穀畑拔穗祭 

圖片來源：〈獻穀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7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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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戰時體制下的新穀獻納 

進入戰爭準備的「總力戰」體制時期，臺灣米穀的奉獻活動也發展到

另一個階段。日本布局亞洲的侵略計畫，在 1930 年代後逐漸明朗，1931 年

日本進入準戰爭期，臺灣總督府也推出一連串政策因應時局的進展。159由

於臺灣米穀產量可觀，不虞匱乏，配合前進華南和南洋地區的「南進政

策」，原本以米糖生產為主的臺灣殖民地經濟，開始轉向「工業化」；同時，

為了確保戰場人力動員，加強塑造精神層面的教化政策，讓臺灣人成為「皇

國子民」。1937 年中日爆發盧溝橋戰事，揭開大東亞戰爭序幕，以天皇為核

心的新嘗祭和新穀獻納活動，也在食糧增產、敬神崇祖的旗幟下盛大的推

行。 

一、米穀統制與社會教化 

  「米穀統制」最早在 1930 年代初實施，由於臺灣米大量進口日本，壓

縮日本農民的生存空間，再加上臺灣的蔗作面積受到水田擴張而減少，影響

製糖業的原料供給，因此需要抑制稻米生產。為了米穀減產，同時呼應戰爭

資源的整備，總督府從開始獎勵水田轉作能做為工業原料的「代用作物」，

如甘藷、黃麻、苧麻、蓖麻及落花生等。不過，即便水田面積有減少的趨

勢，但稻米的生產量依舊攀升，甚至在 1938 年創下高峰。160 

1938 年日本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日本政府得以對所有物資的來源以

及流通進行統一管制，特別是作為主食的米糧。臺灣總督府在 1939 年頒布

「臺灣米移出管理令」，開始積極統制米穀；同年 10 月發布「米穀配給統制

規則」，決定自 1940 年第一期稻作開始實施「總收購總配給」的全面統制

措施，從生產、儲存、加工、運輸、分配到銷售由國家全權掌控，除保留規

定數量的自食糧及種子外，需部送由政府指定的碾米加工業者，按總督府規

定價格強制收購。而所有收購的糧食，除撥交政府指定的配給業者外，其餘

                                                      
159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200

2），頁 190。 
160 林肇，《臺灣食糧年鑑》（臺北：臺灣食糧問題研究所，194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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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運往日本，併入其配給系統中，161臺灣米穀由市場導向的發展轉為中央

統配。 

  初期日本政府認為，東亞共榮圈內的稻米供需無虞，便在臺灣極力推廣

代用作物的種植，不過受到 1939 年朝鮮旱災影響，稻米產量大跌，臺灣米

的產量也在同一年下滑，使得日本規劃的米穀供需鏈出現斷裂，於是總督府

開始提倡米穀增產，鼓勵農事。1941 年總督府實施「米穀增產關係獎勵事

業實施計畫」，在各州廳農會增加 100 名專任指導員以及 3,069 名增產委

員，農會也以「農事實行小組合」為單位，舉辦增產獎勵競賽等。隨著戰爭

局勢緊繃，農事生產被視為展現愛國精神、報效國家的事業，農民更被賦予

「戰士」的封號。162然而戰爭時期人力和資材短缺，即便總督府口號喊得

響亮，稻米產量始終難以爬升。米糧生產不足，其它生活必須的飲食料和食

品又必須強制徵收，民間因此有各種私藏米糧的方式，或是省下自己要吃的

食物，將米糧流通黑市換取金錢以購買其它物資。163 

  除了控制糧食外，為了要培養臺灣人忠君愛國的心，具體工作就是展開

一連串的「國民教化運動」。總督府領臺以來的教化工作集中在學校教育，

對於一般國民的社會教化工作在 1930 年後才具體地展開。1930 年 9 月，總

督府發布「臺灣青年團訓令」，統一全臺青年團的設置標準及目標，強調

「留意國民精神之涵養，努力讓品行向上」及「發揚公共心、陶冶公民性

格、鼓吹奉仕於公共事務之風氣」 164，接著在 1932，展開「部落振興運

動」，陸續在市街庄底下設立「部落」為單位的團體，舉辦各種國民教化活

動；1934 年 3 月 1 日於總督府舉行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擬定了〈臺灣社

會教化綱要〉，包含「皇國精神的涵養、國語的普及獎勵、勤勞精神的訓

練、生活改善、公民精神的普及」165。1936 年總督府舉辦「民風作興協議

會」，邀集各局處官員、州廳長、學校校長及民間有力人士參加，討論貫徹

                                                      
161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2

26。 
162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2

20。 
163 新竹縣芎林鄉的林礽清（1938 年生）表示，警察會嚴格查緝是否誠實繳交米穀，若被

發現私藏甚至會被打。家中以磚頭疊了一根空心柱，裡頭藏穀，最底下留一塊活動磚

為開口，因當時年幼四肢細小，由他負責將手臂伸入取出米穀，但這些米穀是要拿去

賣錢，並非自家食用。林礽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164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臺北：臺灣地方自治協會，193

8），頁 114。 
165 不著撰人，〈中川總督の挨拶〉，《臺灣教育》381（193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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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精神和同化的民風作興政策，並要求部落振興會執行，內容涵蓋教化、

同化、除去陋俗、農事改良、衛生方面的施行事項。 

教化政策從地方社會著手，結合地方的保甲、青年團、農事團以及部

落教化組織，等成為新的教化網絡，試圖動員臺灣人「自發性」地實踐教化

工作。在這些工作項目中、敬神、祝祭日以及神社敬拜是必要項目，然而臺

灣的神社數量卻相當低，為了提升教化「硬體設施」的分布，讓神社深入臺

灣各地，1934 年總督府文教局向各州廳發出通牒，其要旨即為「在全島樞

要地區建設神社，使島民有敬神崇祖、感恩回報的誠意，同時也作為社會教

化的中心」，目標即為在各街庄都能創建神社，達到「一街庄一神社」的規

模166，同時也對所有民眾提倡到神社打掃、勞動服務的奉仕活動，並規定

各級學校的學生、青年團到神社參拜，讓臺灣人有更多接觸神社的機會。除

此之外，要求臺灣人的家中安置神棚供奉「神社大麻」，培養敬神崇祖的

心，讓敬神的觀念落實在生活起居。167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10 月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總督府更

加進一步推動臺灣人的「皇民化」，1941 年成立「皇民奉公會」，整合各項

教化工作的實施與指導，也因應戰爭態勢動員臺灣人勵行奉仕或節約運動，

甚至展開「寺廟整理」，抑制本土宗教信仰。新嘗祭的新穀獻納本身就有教

化和糧食增產的雙重意義，在戰時體制的催化下，各地的青年團、教化團體

成為動員的主力，衍生出更激進的活動型態。於是新嘗祭被政府冠上不同稱

號，創造新的祭典來擴大慶祝層面；而神社舉行新嘗祭所要用的米，也必須

動員更多人種植，讓臺灣人在耕種穀物中磨練出「愛國情操」，甚至除了

「米」以外，為了將種植的穀物親手奉上，就連臺灣人也跨海到日本奉獻。 

二、「新穀感謝祭」的實施 

  在戰爭食糧緊迫及教化事業厲行之下，感謝穀物收穫、強調天皇恩澤的

新嘗祭更顯得意義重大，但該祭典的核心事務在皇宮，不僅過程未公開，在

                                                      
166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編，《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臺北：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193

6），頁 372。 
167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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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也只有少數農家栽種給皇宮的獻穀，對民眾的支配程度相當低，於是

從 1936 年開始，日本在新嘗祭這天舉辦「新穀感謝祭」，邀集全國各府縣

的農家提供新穀和蔬果，一起奉獻到明治神宮，也要求各市町村在附近神社

舉行同樣的感謝祭。168不過在臺灣，響應的團體不多，總督府也沒有安排

臺灣人到明治神宮獻穀。 

  進入大東亞戰爭，食糧問題愈發重要，1942 年日本中央擴大舉辦新穀

感謝祭，甚至發起長達 7 日的「新穀感謝週」。期間的活動包含移動電影

院、話劇、演講、展覽會以及各式宣傳手冊海報的發放。感謝祭當天是新嘗

祭，「中央式典」辦在明治神宮，來自全國 1 道 3 府 43 縣和滿州、朝鮮、臺

灣、關東州等地供奉的新穀，以及山海物產共 1 千 1 百項，皆以青竹編的盛

籠陳列在神宮祭壇以及外院迴廊，同時安排食糧增產功勞者代表、農報食糧

報國聯盟等 80 個團體出席，結束後神官頒給來賓天皇御製的詩集、神酒、

新穀等， 169當天在東京產業組合會館，也舉行「食糧增產功勞者」，以及

「堆肥增產倍加運動」的優秀農業團體之表揚大會。170 

  與日本同步，臺灣總督府也從這年開始舉辦大規模的新穀感謝祭，主辦

單位為皇民奉公會，總督府給予支援，活動參考日本內地，在臺北新公園設

置臺灣神社遙拜所，由各州廳獻上新穀及代表性的農林水產，參拜的市民及

團體人數多達 2 萬餘人，171當天也表揚篤農家等食糧增產有功者。各州廳

則在轄內神社舉行祭典，活動內容仿照日本中央，亦即建立從中央到殖民地

一貫的祭典模式。市街庄則由地方教化團體發起各項活動，工廠、餐廳、家

庭也有感謝祭的相關行事。172以 1943 年桃園街為例，由皇民奉公會桃園街

分會發起活動，在住戶間傳閱的新穀感謝祭宣傳單上，揭示了活動旨趣： 

1、決戰下國民糧食之重要性的再確認。 

                                                      
168 〈新嘗祭を期して  全國で新穀感謝祭  國民擧つて神社に參拜〉，《臺灣日日新報》，193

6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169 〈擧國、新穀感謝一色へ  新穀感謝祭中央式典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0 〈食糧增產に殊勳甲  功勞者、優秀團體をきのふ表彰〉，《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1 〈五穀豊穰の喜び罩め  きのふ嚴かな新穀感謝祭  齋場に參詣者引もきらず〉，《臺灣日

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2 〈新穀感謝祭全島的に執行〉，《臺灣食糧經濟新聞》，1943 年 11 月 13 日，第 4 版。 



65 

2、農業是立國根本，給予以敬虔的心尊崇農業的農民慰藉。 

3、讓非農家的一般消費者銘記粒粒皆辛苦。 

4、節約飲食，確立感謝生活，邁向最終勝利。 

5、讓天下充滿皇威，對外盡毀惡鬼；對內使新穀充滿倉廩，我們

身為天皇子民永遠為增產而效勞。173 

從旨趣可以看出，戰爭時局下鼓勵農作、節約糧食以及期許戰爭勝利的想

法。新嘗祭當天上午，桃園神社的祭典結束後，「農村慰安青年」組成遊行

隊伍一邊舞蹈、一邊演著行動劇，向民眾宣導感謝食糧、飲食營養、資源節

約的重要，內容包含：飯前飯後要心存感謝；食物必須完全咀嚼，以利營養

吸收；充分廚餘利用、減少資源浪費；開發野菜的食用功能等，另外也勵行

各家戶和團體捐輸金錢的「感謝儲蓄」。174從這些活動內容顯示，新穀感謝

祭的重點在於糧食問題，即要求民眾徹底實踐糧食的節約和增產。 

 

圖 3-10 1943 年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傳閱單 

圖片來源：洪晴峰提供  

                                                      
173 〈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回覽板〉（1943），資料由桃園文史工作者洪晴峰提供，該份資料

雖然沒有年分，但從上面註明的「11 月 23 日（火曜）」來推算應為 1943 年。 
174 〈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回覽板〉(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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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饌田的普及 

  神饌田的設置是為了涵養民眾「敬神尊農」的精神，屬於教化設施的一

種，田地的栽培管理和神道儀式與獻穀田相同，所生產的「神饌米」專門供

應神社的新嘗 

（一）島內神社的神饌田 

  神饌田的設置是為了涵養民眾「敬神尊農」的精神，屬於教化設施的一

種，田地的栽培管理和神道儀式與獻穀田相同，所生產的「神饌米」專門供

應神社的新嘗祭使用。就目前資料來看，最早設置的神饌田出現在宜蘭。

1931 年為〈教育敕語〉實施四十週年，宜蘭農林學校以此為由，在校園內

設置 128 坪的神饌田，田地分成本田和預備田，四周圍上竹籬，並特地新

鑿水井作為灌溉用水，由全校學生負責奉仕工作，收成後的神饌米以每個神

社一升的份量，獻給島內各神社在新嘗祭使用；175隔年中壢街青年團為了

喚起敬神觀念，也發起神饌田設置，場地則使用中壢公學校的實習田。176 

 

圖 3-11 1931 年宜蘭農林學校神饌米 

圖片來源：〈寫眞は既報州立宜蘭農林學校の島內各神社へ奉納した神饌米〉，《臺灣日日

新報》，1930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 

                                                      
175 〈宜蘭農林學校の敬神尊農計畫  校庭に神田を設け  神饌米を作り獻納〉，《臺灣日日新

報》，1931 年 1 月 28 日，第 5 版。 
176  事實上在前一年（1931），該校的實習田就曾將收穫的米穀獻給當地的信仰中心仁海

宮，以及臺灣神社、芝山巖與新竹神社。〈中壢公學校獻穀式〉，《臺灣日日新報》，193

1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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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年總督府推行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伴隨著各地神社陸續建造，

神饌田的數量才有明顯增加。雖然神饌田沒有明訂設置標準，不過從表 3-3

的統計來看，地點有農業學校，以作為校內師生的實習田，也有青年團、教

化團體借校園用地闢建田地，並擔任耕種人，這些團體也是耕作神饌田的勞

力來源，有些神社即使沒有設置神饌田，也有個人名義奉獻給神社的米。值

得一提的是東港萬丹庄的篤農家李劣，他在 1932 年阿緱神社的新嘗祭時主

動奉獻新米 1 斗，對此，神社的社司說了以下話語： 

這是近期一件珍貴的事，雖然以前農村裡每年的本島人奉獻，有

潮州郡內埔庄的鍾幹郎負責，不過他後來成為總督府評議員和庄

長了，因此現在開始又有一般農家獻米，不禁令人湧現崇敬神社

的念頭。177 

從這段談話可以看出，神社神饌都有民眾提供，而且往年固定奉獻的農民，

最後當上了評議員和庄長。這或許透露著奉獻神饌一事，除了能夠表達敬神

心意外，也是向統治者輸誠、獲取官職的方法。 

表 3-3 神饌田一覽表（1938 年以前設置） 

設置年 設置地 奉獻神社 備註 

1931 宜蘭農林學校  島內各神社  

1932 中壢公學校  中壢街青年團發起  

1932 臺南州 島內各神社 未註明地點 

1933 公館農業專修學校  
臺灣神社、新竹神

社、公館五穀宮  

剩餘米穀供奉校內神棚、製

作新年食物、發給相關人等  

1935 士林街 臺灣神社 臺灣神社常置設施  

1935 歸仁農業補習學校  新豐神社  

1935 北港街 北港神社  

1937 羅東女子公學校  羅東神社 羅東郡教化聯合會發起  

1937 東石農業實修學校  東石神社  

1938 苗栗街 苗栗神社 耕作人為劉阿任  

1938 七股庄役場旁  北門神社  

1938 曾文郡農民道場  曾文神社  

1938 新營街 新營神社  

1938 西松山公學校  
臺灣神社、建功神

社、稻荷神社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敬慎》、《臺灣神社誌》整理而成  

                                                      
177 〈阿緱神社へ 篤農家獻米〉，《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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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獻日本神社的神饌田 

  神饌奉獻在 1939 年開始進入高峰，這股「熱潮」從日本吹到臺灣，不

只提供臺灣的神社使用，還進一步奉獻日本內地的神社。1939 年 4 月，日

本本土的大日本青年團為了貫徹「敬神尊皇」觀念，並發揚勤勞奉仕，發起

全國青年團的「神饌奉獻」。各地青年團須耕作專屬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的

神饌田，精選出收穫的玄米 1 斗、178粟 2 斗，提供神宮、神社在新嘗祭使

用。179臺灣聯合青年團響應這個活動，動員各街庄青年團經營神饌田，不

過以高雄州及新竹州比較踴躍，各有 10 個青年團參與，最後共募集全島 31

個青年團種植的神饌米。180 

1940 年，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 2600 年，也是日本建國

2600 年紀念，日本展開盛大的慶祝活動，又在臺灣發起一波神饌田設置運

動，打出「一市郡一神饌田」的目標， 181同樣由各地青年團負責田地事

務。此次穀物將獻給橿原神宮、182明治神宮、靖國神社，以及臺灣神社和

神饌田所在地的神社等，最後收成的米以州廳為單位，青年團員一路捧持運

送，集中到臺北大直的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除此之外，帝國在鄉軍人會

臺北市聯合分會、基隆市聯合分會也發起橿原神宮的神饌米種植。183 

  在總督府動員的情況下，設置神饌田彷彿是「全民運動」，至於是否達

到「一市郡一神饌田」的規模，由於各州廳資料有限，筆者只參考臺北州和

高雄州的部分，根據表 3-4 與 3-5，顯示 1940 年臺北州有 9 郡 1 市設神饌

田，與全臺北州 9 郡 3 市相去不遠；184高雄州則是 1 市 7 郡，也接近全高雄

州的 2 市 7 郡，185以這兩州來說，規模幾乎是「一市郡一神饌田」，可以想

                                                      
178  玄米即為糙米，由於營養豐富，比起白米可以減少食用的份量，也降低副食品的需

求，可以達到節約糧食的效果，戰爭時期便大力提倡「玄米食」，因此神饌米也改用玄

米。〈玄米食 一石二鳥〉，《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179 〈全國の青年團  神饌田や畑を經營  神國日本の意氣を昂揚〉，《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4 月 6 日，第 2 版。  
180〈獻穀米東上  けふの大和丸で出發〉，《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181〈神饌米の奉獻式〉，《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11 日，第 2 版。 
182 橿原神宮建於 1890 年，是國家神道中的「創建神社」之一，供奉被視為第一代天皇的

「神武天皇」，而橿原神宮的所在地，即是當時神武天皇的皇居，其北邊為神武天皇的

皇陵。 
183 〈獻穀田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版。 
184 其中基隆市和宜蘭市沒有設置神饌田。  
185 唯獨高雄市沒有神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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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全島設置的盛況。不過兩州的神饌田經營模式略有不同，臺北州由當地或

鄰近的多個青年團輪流耕作，而高雄州則專由在地青年團負責，從表 3-4 也

可以看出神饌田的面積大小及人力概況，各地並沒有一定的配置模式。 

表 3-4 1940 年臺北州青年團經營神饌田一覽表 

郡名 地點 坪數 耕作人數 負責青年團 

七星郡 七星郡 56 160 北港、汐止 

基隆郡 七堵庄火車站前  178 - 七堵 

宜蘭郡 員山庄 450 - 
宜蘭、礁溪、四結、頭圍、二圍、壯

圍、古亭笨、公館、員山、北員山  

羅東郡 五結庄 126 160 五結、二結、茅子寮、利澤間  

蘇澳郡 蘇澳庄 60 47 馬賽 

文山郡 大坪林 144 30 大坪林 

海山郡 中和庄漳和 200 20 漳和 

新莊郡 新莊郡 100 230 
新莊、山腳、和尚洲、二重埔、三重

埔、五股、菁埔  

淡水郡 八里庄烏山頭  80 70 郡下各青年團  

臺北市 西松山公學校  64 30 西松山青年團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表 3-5 1940 高雄州青年團經營神饌田所在地表 

青年團名 地點 

屏東市公館青年團  屏東市公館 128 番地 

岡山郡左營青年團  左營庄埤仔頭 80 番地 

鳳山郡鳳山男女青年團  鳳山街赤山 114 番地 

旗山郡旗山第二青年團  旗山街溪洲 644 番地 

屏東郡九塊青年團  九塊庄東寧 203 番地 

潮州郡五溝水青年團  萬巒庄五溝水 811 番地 

東港郡新園男女青年團  新園庄仙公廟 174 番地 

恆春郡滿洲青年團  滿州庄 348 番地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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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神饌田與宮中獻穀的經營方式雷同，但從目前資料來看，神饌田並

沒有明文規定田地的選擇條件，也沒有挑選獻納代表，與宮中獻穀相比，報

章雜誌缺乏對自然環境、耕種條件的描述。此時的重點在於教化設施的廣

布，或許為了達到大規模種植，已無法像獻穀般嚴格篩選場所，不過既然要

獻給日本神社，依舊會選擇最適當的場所，如「土地最為肥沃」的田地種

植， 186也會有技師、指導員給予協助，確保神饌米能維持政府要求的規

格。 

隔年，同樣發動青年團經營神饌田；1942 年，原本奉獻的「橿原神

宮」改為「皇大神宮」187，各州廳精選出糙米 1 斗 5 升，將這些米碾製後

挑出 6 俵188，1 俵裝一袋，皇大神宮、明治神宮、靖國神社各奉獻 2 袋。189

不過日本神社的奉獻只持續到 1943 年，從新聞報導的內容可知，1944 開

始，神饌米的奉獻對象回到只有島內神社的模式，推測可能跟戰爭情勢的危

急有關。維持 5 年的神饌田設置運動，讓臺灣各地民眾都加入生產「神饌

米」的行列，除了青年團經營為主外，也有農林學校、國民學校等教育機構

設置，並以校內的師生作為耕作勞力來源，190設置在國民學校、公學校的

神饌田，還會選出「優良兒童」作為獻納代表。191田地選擇種植米或粟，

則依當地風土來決定，192也因為男性大多被徵召投入戰事，農事勞動力不

足，開始有女性奉耕者的出現。193神饌米奉獻後，剩餘的米則分給當地居

民食用。194 

                                                      
186〈神饌田播種祭  大坪林青年團で〉，《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8 日，第 5 版。  
187 皇大神宮為伊勢神宮的「內宮」，供奉皇室祖神「天照大神」。  
188 約等於 433 公升，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weight_m

easure。 
189 〈皇國青年の道精進へ  神饌米奉納式參列臺灣代表ら  神德景仰講習會を受講〉，《臺灣

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190 〈宜農校神饌田〉，《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 月 23 日，第 5 版。 
191 〈『ヨイコドモ』奉仕の神饌米、蔬菜  新嘗祭に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192 〈內外地靑少年團  來月神饌を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193 〈神饌田田植祭  宜蘭青年團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5 日，第 2 版。  
194 〈神饌用に新米  臺北市民に配給〉，《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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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1939 年板橋街神饌田田植祭，前排為著祭服的女子青年團員 

圖片來源：〈神饌田田植祭〉，《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8 月 13 日，第 5 版。  

 

圖 3-13 1940 年臺北州聯合青年團往國民精神研修所的神饌捧持行進 

圖片來源：〈奉獻神饌米を捧持行進〉，《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5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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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人到日本奉獻 

   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以及各地設置的「神社神饌」，其奉獻流程在

進入戰爭時期也有所調整。原本臺灣出產的穀物是由總督府官員帶到日本，

但這個時候，只有「物」的獻納已經不夠，為了讓臺灣人更接近天皇，加強

教化的影響力，開始安排臺灣人捧著栽培的米粟，親自到日本獻穀。 

（一）獻穀栽培者「上京」 

  自 1922 年開始在臺灣實施的「宮中獻穀」，由各州輪值皇宮新嘗祭所

用的穀物，強調此乃獻給天皇品嘗的稻米。但事實上，民眾從未見過「天

皇」，作為獻納的對象，「天皇」只是遙不可及的象徵。歷年來依固定模式進

行的宮中獻穀，一直到總動員時期才開始讓臺灣的獻穀栽培者「上京」。 

  1938 年臺中州大屯郡北屯庄的獻穀米收成之時，郡守淵上忠義提議讓

奉耕人到宮內省「直接奉納」，此案經總督府決議，選定奉耕人中的陳德

立，以及副總代游水成擔任「獻穀捧持者」，於 10 月 1 日帶著親自耕種的

米，連同郡守淵上忠義、北屯庄長林傳旺等人乘蓬萊丸至日本，將獻穀米送

交宮內省後，在同月 31 日返抵臺灣，195往後便依照辦理。每年遴選的捧持

人數不等，獻穀粟有時不在直接奉納的行列中。不過直接奉納的紀錄只有到

1943 年，推測可能與戰爭情勢緊迫，船隻、航線交由國家統制管理，投入

軍事用途有關。196 

  以 1941 年為例，獲選的是臺東廳新港庄的カイガ和かバス，他們由社

寺課長堀克夫及臺東廳勸業課長黃介騫帶領，10 月 10 日從臺東出發，15 日

抵達東京，20 日一早到農林大臣官邸領受紀念品，由大臣接見並表達感謝

之意，而負責皇宮祭典的掌典星野輝興再次說明新嘗祭的意義，並與他們合

影紀念。中午 12 點過後，進入皇宮內部，於宮內省舉行上納式，將帶來的

臺灣米粟獻上，午後 4 點參觀新宿御苑。此後兩人又到伊勢神宮參拜，途中

                                                      
195 〈光榮の代表 獻穀米を捧持して上京〉，《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196 由於輪船受到軍部的徵用，從 1942 年度開始，臺灣航線的航班及客運量都持續下滑，

再加上臺灣的海運體系開始遭受美軍攻擊，推測可能都影響到獻穀的直接奉納作業。

蕭明禮〈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南投：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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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イガ表示： 

能平安的將獻穀奉上，是無比光榮的事。來到東京，讓我的所見

所聞有很強烈的感觸。今天懷著相當敬畏的心參觀御苑，可以獲

准參訪，我只有無限的感激，未來將朝著更進一層的農業大國邁

進，做為一個優秀的日本國民而從事奉公的體悟。197 

由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透過直接奉納讓臺灣人帶著家鄉的米粟前往日本，

親自將穀物獻給皇宮，並且到各地參觀，不免讓耕種的臺灣人感到意義非

凡，激發感激之意，當然這無非是殖民者統攝人民的一種手段。 

表 3-6 獻穀米粟直接捧持者 

年分 獻穀地 獻穀捧持者 身分 

1938 臺中州 陳德立、游水成  獻米奉耕人、副總代  

1939 臺南州 梁三水等 獻米奉耕人 

1940 高雄州 李劣 / 中島千太郎  獻穀米 / 粟總代 

1941 臺東廳 カイガ / かバス 獻穀米 / 粟總代 

1942 花蓮港廳  
納富長右衛門、植村明等

共三名 獻米總代 

1943 臺北州 
林良成、林義財 / 

山田大作、矢野啟行  獻穀米 / 粟奉耕人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二）神饌的「直接捧持」 

  為了培養「敬神崇農」的精神，臺灣總督府從 1939 年開始，動員全島

各街庄的青年團經營神饌田，各州神饌米經遴選後集中於臺北的國民精神研

修所，除此之外，總督府也從全臺青年團中，選拔出「神饌捧持者」，作為

攜帶臺灣神饌米，前往日本神宮、神社親自獻納的「臺灣青年團代表」。 

 

                                                      
197 〈臺灣からの獻穀 滯りなく上納終る 奉耕者に新宿御苑の拜觀を差許さる〉，《臺

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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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神饌米直接捧持者 

年分 指導者 獻穀捧持者 住所 

1939 （未設置） 高樹枝、林深坑  臺南州斗六郡莿桐庄  

1940 （未設置） 
臺中州青年團員 3

名 
臺中州 

1941 

小原田一幸 

（總督府文教局

社會課囑託）  

澤田豐次 基隆郡萬里庄野柳 6 番地 

邱仕澤 苗栗郡通霄庄 305 番地 

□□士 臺中州員林郡大村庄  

林明中 臺南州虎尾郡虎尾街  

□丁巳 高雄州岡山郡彌陀庄梓官 305 番地 

ナノブノ 花蓮港廳鳳林郡鳳林街富田 46 番地 

1942 

北村海三郎 

（新竹州社會教

育書記） 

黃朝孝 臺北州羅東郡  

胡糶 臺中州員林郡  

徐穗勝 新竹州大溪郡  

蔡自在 臺南州北港郡  

徐樹英 高雄州屏東市  

井手末吉 花蓮港廳花蓮郡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首次獲選前往日本獻神饌者，為臺南州斗六郡莿桐庄的林深坑、高樹

枝。高樹枝時年 27 歲，據說是因為在青年團中表現傑出而獲選，他與林深

坑兩人作為臺灣代表，帶著各州廳奉獻的神饌，在斗六郡役所庶務課木幡幸

吾率領下，從基隆乘船到東京。11 月 20 日，和 109 名全國青年團代表在明

治神宮獻上神饌，22 日至靖國神社奉獻，瞻仰「護國英靈」。儀式結束後，

獲頒獎狀及獎章表揚。198據報紙報導，兩人「閃爍著滿臉感激」地做了以

下描述： 

今天來到光榮的奉獻式，讓我打從心底深刻的感覺到，流著汗水

奉耕的神饌田是要透過親身實踐來經營的。我想，明年我會更盛

                                                      
198 高清木（高樹枝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31 日。  



75 

大且慎重地來執行這項工作。199 

這篇報導彰顯「臺灣代表」的榮光，也看見「直接奉獻」作為激發臺灣人愛

國崇農之心的手段，此後每年都從青年團中遴選代表前往日本。1941 年開

始，改由總督府派一名指導者領銜，除臺東廳外，從 5 州 1 廳各推出一名代

表共 6 人，先到東京與全國青年代表一同參加「神德景仰講習會」，接著才

至神宮奉獻神饌。200 

  1943 年開始，受到戰爭時局下輸送的問題影響，不再派捧持者到東

京， 201該年由派駐東京的臺灣青少年團本部負責人武田義雄擔任臺灣代

表，202各州挑選的代表直接於臺灣神社、護國神社及建功神社舉行神饌奉

告祭，結束了臺灣青年親自「上京」奉獻神饌的例行儀式。然而各地獲選青

年團的神饌田依舊持續種植，也不斷提供給神社祭典之用。 

  日本在戰爭時期糧食需求孔急，總督府乃宣導民眾勤於耕作、節約米

穀，神饌田的設置便有鼓勵農業生產、敬愛穀物的意涵。另一方面，明治神

宮、橿原神社供奉明治天皇及神武天皇，靖國神社祭祀為近代天皇制國家捐

軀的戰死者，這些「創建神社」的興建皆在宣揚國家神道及軍國主義；皇大

神宮供奉的天照大神被視為皇室的祖神，也是全日本國民的總氏神，尤是

「皇民」須加倍尊崇的神明，因此到日本奉獻神饌米，表現的是國家與國民

精神的強化與統合，也不斷地倡導「敬神崇皇」的天皇崇拜。 

  皇室、國體、神社形成三位一體的國家神道，其中的天皇為絕對核心，

日本政府以此為軸發動全國性政治、社會、文化的同質化運動，貫徹天皇崇

高地位的結構，實踐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的新穀獻納事務在這種背景

下，成為連結天皇和農業的關鍵，而人民以身體實踐農作生產的目標，並達

到精神塑造，表現出對天皇的忠誠，更是殖產興業方針下，讓臺灣米穀改良

                                                      
199 〈本年から臺灣米も 神饌の光榮に けふ靖國神社に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200 〈皇國青年の道精進へ  神饌米奉納式參列臺灣代表ら  神德景仰講習會を受講〉，《臺灣

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201 〈神德景仰の赤誠稔る  神饌米の奉獻奉吿祭〉，《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1 月 17

日，第 3 版。 
202 〈大日本靑少年團  神宮神饌奉獻式〉，《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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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產的手段之一。這樣的獻納事業隨著日本國境的擴張，逐漸遍及朝鮮、臺

灣、樺太甚至是南洋地區，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新穀獻納圈」。 

  透過「天皇親嘗」和「敬神尊皇」的宣傳， 從 1922 年各州輪值宮中新

嘗祭的獻穀，及 1939 年起各地青年團奉獻到日本的神饌米，都讓屬於「天

皇」的米廣泛地分布於臺灣各地，這些「米」彷彿也成為天皇的分身。雖然

神道信仰未必浸透臺灣人的思想，但種植過程祭儀的施行，各級政府與人力

的動員，特別是獲選的獻穀代表，以及政府因新穀獻納而對當地施與的建

設、附加的榮譽等，都讓民眾印象深刻，使得「米獻給天皇」成為居民的記

憶。 

  然而屬於國家神道結構下的新穀獻納，祭儀活動都具有政府強力動員的

性質，因此 1945 年政權轉換，就不再有推動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國民

黨政府為了確保政權穩固，戰後隨即展開文化建構工作，重新型塑臺灣人的

文化認同，隱沒不同政權的歷史。臺灣人記憶裡的日治時期稻米與天皇經

驗，面臨下個時代的考驗，靜靜等待復甦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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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皇米」的再現 

  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強力宣傳國家神道，目的是為了讓臺灣人能夠效

忠政府，然而，國家神道的傳布是以國家資源作為後盾，教化事業都是官方

動員，因此當日本結束殖民統治時，推動的力量來源便斷絕，臺灣人回歸原

本的信仰風俗。1新嘗祭的獻穀和神饌為國家神道的一環，同樣是由上而下

推行的教化事業，戰後臺灣停止祭拜神社、不再崇拜天皇，新穀獻納的習俗

沒有在民間形成，自然也無法在臺灣持續。 

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手臺灣統治，帶來截然不同的「中國文化」，日本

文化、日治歷史在其統治下被視為禁忌，直到 1970 年代才有轉變的契機。

隨著政治解嚴，日治時期的記憶顯現，與日本大眾文化在臺灣形成對日本的

「好感」，也讓「天皇」成為有影響力的符號，進而使用在米的品牌上。 

本論文所探討的「天皇米」案例，呈現在商品包裝、社區營造及爭取

保存土地權利上，各有其訴求目的，可以看到再現的天皇米如何運用「歷

史」建構品牌內涵，並努力打造如同「獻給天皇」般高品質的米。日治時期

的歷史背景與當代「天皇」所蘊含的意義，共同促使了天皇米的「再現」，

成為臺灣稻米市場中的特殊現象。 

第一節「天皇」符號的背景 

  日本治臺 51 年，殖民政府主導日本文化在臺灣的發展，透過各級教育

機構塑造出新的「日本國民」，也將臺灣人打造成說日語、過著日式生活的

「天皇子民」。戰後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面對曾為日本國的臺灣，如何

才能快速的洗去日本元素，讓人民忘卻日本成為「中國人」，是其統治的施

政要點，也就是所謂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乃透過政治力量改換語

                                                      
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3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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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並藉由教育、傳播媒體建立新的文化體制與國家認同。21967 年

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攬各機關的文化復興運動之推廣

事業。3日本文化、文物、語言被貼上「遺毒」的標籤，新一代的年輕人接

受中華史地教育，而與臺灣現實脫節。在政府推動的「教化運動」之下，多

數人的共有記憶和日治經驗被國民黨歷史掩蓋，臺灣社會產生「集體失憶

症」的現象，4日治時期曾在臺灣施行的新穀獻納活動，因而隱藏在社會記

憶深層。 

  1970 年代開始，臺灣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的國際情勢衝擊，使

國內政治氣氛有所變化，民眾在追尋自我定位的過程，也興起追尋鄉土、關

懷人文的本土化熱潮，進而影響政治體制的轉型。1987 年解除戒嚴令，政

治的束縛得以鬆綁，各種形式的社會力量也有機會展現，包含地方的鄉土歷

史、環境空間、傳統產業議題的關切，甚至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994

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試圖從文化建設的方向著手，建立

臺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這項政策強調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作，重視地

方主體性，5在政府各部門協力之下，社造運動至今仍方興未艾，1998 年的

「大家來寫村史」計畫，也進一步帶起民眾書寫歷史的運動，建立在地的歷

史觀點。因此，過去被隱沒的日治時期歷史因為政治解禁，逐漸重現於公眾

領域，各地流傳的「新穀獻納」在這樣的背景下也不再隱而不宣。 

  雖然「天皇」重現在稻米的時間點難以確認，不過最晚在 1989 年，報

紙上就有相關報導出現，當時桃園米穀公會宣稱桃園米是「明治天皇選為御

用米」，只因在地業者欠缺行銷理念，而被大眾遺忘，便決定自創品牌與西

螺、濁水米競爭。6然而，歷經數十年的時代變遷，新穀獻納在民眾口中被

詮釋為「天皇食用」，原本穀物的使用目的「新嘗祭」脫落，也看不到殖民

者教化、增產的意圖。7重新將感知賦予意義，這樣符號化的過程經常被稱

                                                      
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2

007），頁 17。 
3 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臺灣文藝》，（18，1993），頁 84-8

6。 
4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109。  
5 文化環境基金會，《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臺北：文建會，1999），頁 21。 
6 〈業者決自創品牌促銷  不讓濁水西螺米專美〉，《經濟日報》，1989 年 5 月 30 日，19

版。 
7 不過究竟是民眾在記憶與口傳的過程中錯置與嫁接，抑或是日治時期執行相關事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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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再現」，8 「天皇」的符號之所以有其「效用」而被運用，與臺灣社會

所建立的「日本形象」有關。 

老一代臺灣人歷經日本統治的「集體記憶」，在國民黨政府「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的政策下，仍透過不同形式留存於社會各個網絡與小社群，

並在社會開放後逐漸顯現，這些面向與型態多重的集體記憶，促成對日本產

生「好感」的基礎； 9另一方面，雖然早期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文化有所禁

止，但日本大眾文化卻在 1970 年代過後透過地下市場流通，如日本漫畫、

流行偶像、音樂、影劇等，這樣的「迷文化（fan culture）」在解嚴後的

1990 年代成為年輕一代「哈日現象」的原因之一。不僅大眾文化商品，其

他日本製的家電、生活用品，也因為品質和實用性，在臺灣人心中始終有一

定的消費信賴度，進而形塑出「日本」即等於高品味的形象。10這種形象與

殖民經驗所促成的好感雖然在本質上有所差異，但都同樣朝著「嚮往」和

「憧憬」日本文化的方向。因此，米之所以能用「天皇」為名，不僅是因為

政治解嚴，使日治歷史得以見諸於公共領域，也是地方歷史與記憶的象徵，

其帶有的「日本」符碼，更共享了日本形象在臺灣所具有的品味和品質。 

第二節 「天皇米」品牌塑造 

臺灣的社會文化在 1980 年代後受到政治解嚴而轉型，經濟型態的發展

也有所變化，被視為「國家之本」的農業面臨新時代挑戰。戰後臺灣的經濟

重心由農業逐漸轉向工商業，政府推動農業培養工業的經濟政策，使得農業

產值下降，農村人口外移、老化。雖然因為農業技術精進，稻米產量大幅上

升，但在社會變遷下，民眾的飲食選擇多元，米食逐漸減少，根據統計資料

顯示，自 1968 年開始，臺灣稻米消費量就出現減少趨勢，且持續至今。11

                                                                                                                                                        
便單純的認為只是「獻給天皇食用」，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8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頁 47。 
9 然而這些記憶是受到當事人出生年代、社會經歷以及戰後初期國民黨統治的對照，經過

主觀的「選擇」與「重構」後才呈現，性質上並不完全客觀，也不能代表完整的日治時

期評價。林泉忠，〈哈日、親日、戀日？〉，《思想》，（14，2010），頁 149。  
10 李衣雲，〈解析「哈日現象」：歷史‧記憶與大眾文化〉，《思想》，（14，2010），頁 10

5、109。 
11 張素玢總纂，《新修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16），頁 246-247。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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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稻米向來以內需市場為主，在內需降低的情況下，也有來自外部的壓

力，2002 年臺灣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國，面臨全球農業市場

的競爭，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簽訂自由貿易協議，臺灣農業勢必得因應全球

貿易自由化的挑戰。12 

  面對這樣的困境，建立農產品品牌以保障自身價值，並與進口農產品作

出區隔，是政府以及國內學者所提出的解決方法。稻米產品要在眾多品牌中

脫穎而出，證明其品質出眾、且富有歷史背景，各地流傳「獻米給天皇」的

傳說，便運用在稻米行銷上，藉由當代意義的賦予，以不同的「天皇米」名

詞符號，再現各地稻米的優異與榮光。今天的稻米市場中，「天皇米」類型

的產品數量眾多，有些僅是隻字片語的帶過，有些卻清楚描述日治時期的

「歷史」，甚至以照片與文物佐證。本論文在二、三章已詳細爬梳日治時期

獻穀的始末，因此，筆者乃針對這些品牌加以考察，探討這些品牌所建構的

「歷史」是否為真？也從這些天皇米再現的背景過程，了解今日「天皇米」

論述之內涵。 

一、苗栗公館「獻穀米」 

  公館鄉位於苗栗縣，北與苗栗市相鄰，是後龍溪平原重要的交通要道，

也是苗栗縱谷平原的一部份，農會以芋頭、紅棗、福菜和「獻穀米」作為鄉

內的 4 大農特展品，而「獻穀米」起源自中義村，該村位在公館鄉西半部，

海拔約 90 公尺，水圳、稻田廣布，居民以稻米栽種為主要經濟活動。13 

（一）「獻穀」記憶的流傳 

    「獻穀米」是由苗栗縣公館鄉農會在 2010 年所推出的稻米品牌，關於品

牌源起，農會的說明如下： 

……日治昭和 13 年（1938 年），公館鄉中義村的林益貞農田獲日

                                                                                                                                                        
出自臺灣省政府糧食處編，《臺灣百年糧政資料彙編  第二編：近百年來糧食統計資料》

（臺北：同編者，1997），頁 365。 
12 黃意如，〈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茶糧為例〉（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 
13 黃鼎松主編，《公館鄉誌》（苗栗：公館鄉公所，1994），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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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選定為「獻穀田」。這意謂著，其所生產的米將作為專供日

皇食用的貢米。在日本政府嚴格的勘查下，公館鄉的「獻穀田」

因擁有潔淨清澈的姊妹泉水灌溉、肥沃的砂質土壤、全程人力耕

作、不施肥無農藥、一年一期栽採、米粒充實飽滿……等條件而

雀屏中選。在當時，如此優質的米只有日本天皇能夠享用，一般

百姓皆無法獲准食用。70 餘年後的今天，在獻穀田農夫經苗栗農

改場輔導與公館農會的用心維護下，不僅仍保留優質的水源與環

境，更在不斷精進的技術下，讓此等優質的稻米也能佳饗國人。

想吃日皇御選的好米不用出國，就在臺灣，就在苗栗公館鄉。14 

這段描述清楚指出日治時期「獻穀米」的栽種時間、地點和人，而獻穀田的

歷史在《公館鄉志》也有記錄，不過著墨不多，地點也有出入。15根據日治

時期的資料，中義村確是日治時期宮中獻穀的輪值地之一。昭和 12 年

（1937），臺灣由新竹州負責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州廳選定苗栗郡公館庄中

小義 67 番地，即今公館鄉中義村，獻穀總代為林益貞、副總代鍾立旺，奉

耕總代林隆獻。當時強調此地位在後龍溪流域，平坦肥沃不易淹水，可遠眺

秀麗山脈，背後有竹林環繞能防止風災，並以湧泉作灌溉水，是一塊清淨

地。16 若與今日農會的說明比較，在耕作環境的描述上頗為相似，不過獻

穀的年代有誤，也非「一年一期栽採」，而是使用第一期作。 

  經筆者訪談後得知，農會以「獻穀」當作品牌，乃參考刊登於《苗栗文

獻》的一篇〈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報導。2003 年，苗栗農改場的研

究員劉增城，因多次聽說「天皇喜歡吃苗栗的米，選擇公館中義作獻穀

田」，於是至當地探訪，發現有不少耆老記得當年的獻穀事務，便調查相關

人事地點，寫成一篇記錄。17文章訪談 16 位耆老，從內容來看，之所以獻

穀田會設在中義，是因為天皇「喜愛苗栗生產的稻米」，且當時林益貞的么

子林隆獻於苗栗郡役所服務，人際關係良好，便透過公館庄長居中牽線，選

定林益貞的田。獻穀田必須要該農戶的家族人品優秀、無不良嗜好及前科；

                                                      
14 為「獻穀米」包裝上的描述，在公館鄉農會的網站也可看見相同的內容。  
15 鄉志裡記載的「獻谷田」位置是在玉泉村「向陽大地」社區，然而這個地點應有錯誤。

黃鼎松主編，《公館鄉誌》，頁 44。 
16  〈榮ある獻穀田、畑  苗栗、大溪に決定  獻糓田地鎭祭は十七日執行〉，《臺灣日日新

報》，1937 年 1 月 9 日，第 9 版。 
17 劉增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苗栗文獻》22（2006.6），頁 31-37。 



82 

農田環境良好、土質肥沃；不得使用一般灌溉水而須引用地下泉水（即當地

的姊妹泉）；種植過程中不能用動物肥料及農藥，只以人力除草等等。負責

耕作獻穀田的林姓一家，日本政府在其家屋前鋪水泥埕，並搭設棚架遮蔭，

一旁有升旗臺，每日晨昏升降國旗，表示對日本天皇的仰慕和服從，除此之

外，更闢建獻穀田運輸及視察道路，「給予林家十足的面子和風光」。為了獎

勵林家對於土壤管理、水資源調配及種植獻穀的績效，日本政府還頒贈一對

銅製花瓶、獎狀、獎盃及七星寶劍。獻穀田旁原有一座由林益貞所建造的石

板伯公廟，1995 年在異地改為鋼筋水泥建築時，也命名「獻穀田福德祠」。 

由此可知獻穀田對當地的影響，即使非親身參與者，不少人仍可指出

相關地點和事蹟，而文章所描述的獻穀過程，與日治時期的記載相去不遠。

筆者訪談當時獻穀代表、耕作人的後代林昌悅，他表示，由於中義村環境良

好，稻米品質極佳而獲天皇青睞，在親戚主動引薦下被指定為獻穀田，當時

是相當光榮的事，也證明此地的稻米優良。 18中義村不僅曾有飲食店取名

「獻穀田餐廳」，甚至土地公廟也以此為名，鄉內的功薰陶瓷公司，於 2003

年底轉型為「五穀文化村」產業文化館時，也設置「獻穀田穀倉」展覽區，

保留及展示地方的獻穀歷史，並推廣穀物文化。19 

雖然日治時期獻穀的目的是精神教化，然而對民眾來說，能夠獲選天

皇獻穀是相當光榮的事，時過境遷，這段歷史更被賦予在地觀點的詮釋，展

現於當地的餐廳、祠廟和農會品牌，也將過去的經驗重新「意義化」與「象

徵化」成為一段居民值得驕傲的「集體記憶」。20  

（二）「獻穀米」品牌塑造 

  公館鄉的米有「獻穀」的歷史背景，在當地也有一定知名度，過去農會

以「上好米」的品牌販售，直到近年為了提升在地稻米的附加價值，才成立

「獻穀」品牌。現任公館鄉農會總幹事韓鴻恩於 2009 年到任，上任後便與

                                                      
18 關於天皇選擇當地的田做獻穀米的原因，林昌悅認為是因為「這裡的米品質好，所以天

皇喜歡吃」。雖然這樣的詮釋是出自於民眾對歷史不盡了解，但也反映了當地居民對在

地物產的驕傲與認同。林昌悅（1935 年生，林隆獻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

5 年 1 月 27 日。 
19 〈注連繩  五穀文化村最佳造景〉，《聯合報》，2003 年 10 月 22 日，B2 版。 
20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 (集體)記憶變遷的探

討〉，《臺灣史研究》6：2（2000.10），頁 84。 



83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歐普廣告設計公司合作，進行公館鄉農會之整體形象

及品牌重整的三年計劃，為了建立自有稻米品牌，提升米的品質與價值，以

獻穀的歷史為素材，重新設計農會的小包裝米。21 

   設計過程先參考劉增城所撰的文章，以了解背景故事，最後確立產品定

位，2010 年年底推出「獻穀米」，並取得專利字號。從品牌金字塔來看，產

品屬性可以列出 4 個利益點：1.產自獻穀田的好米、2.引用姊妹泉的清澈泉

水、3.日本天皇御用精選的背書、4.米粒飽滿、品質優良無污染。這些利益

點驅動消費者的購買信念，而品牌的核心價值即為「日皇御選  臺灣一番米」

（圖 4-1）。品牌標識的設計以日本古代官員表現天皇的形象，加上稻穗、

品牌名稱及品牌核心價值的標語。白米的包裝以黑色為主色，凸顯白米的晶

瑩白亮，糙米則使用白色；另外還設計以木筷做扁擔的造型。22包裝上記載

獻穀田歷史，並註明「想吃日皇御選的好米不用出國，就在臺灣，就在苗栗

公館鄉。」特別強調產地米的特殊性與珍貴性。該設計榮獲 2011 年臺灣金

點設計獎的包裝設計獎，也被選為苗栗縣桐花婚禮的新人禮品之一。23 

  「獻穀米」最初選用的品種是高雄 145 號，近年轉為臺梗 9 號，與公館

鄉農民契作面積 28 公頃，田間管理由農會及農改場派員指導，確保肥料、

農藥的施用合乎規定，收成時再做農藥檢測。稻穀交由泉順碾米廠處理，專

倉收藏以做區隔，如此流程與日治時期的獻榖十分相近。農會在推廣初期辦

理米食品嘗、趣味競賽的活動，也向當地家政班、社區大學等團體宣傳。

242012 年中國湖南省長徐守盛來到臺灣，特地前往公館鄉農會參訪，在品

嘗農會各項農產品後，決定採購 1 萬包 2 公斤裝的獻穀米，當時另外印了簡

字版包裝，讓獻穀米的銷售範圍擴及中國湖南，打出海外銷售市場。25 

  近十年來，在公館鄉無論是民間或政府，陸續使用獻穀田故事作為產業

推廣的素材，在一片「品質優良」的稻米產品中，公館鄉的米因為獻穀歷史

而有了「天皇背書」，農會進一步成立專屬品牌，透過品質管控讓「獻穀

                                                      
21 莊淑惠，〈公職換跑道‧農會新鮮人：打造在地品牌‧開創農業新局—苗栗縣公館鄉農

會總幹事韓鴻恩〉，《豐年》（59：24，2009），頁 21。 
22 〈公館農會獻穀米品牌定位與包裝規劃〉（未刊稿），資料由歐普廣告設計公司總監王炳

南提供。 
23 相關資料由公館鄉農會企劃稽核室專員林幼詩提供。  
24 林幼詩、楊瑞蘭（公館鄉農會秘書）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3 日。  
25 〈公館認證獻穀米  外銷湖南〉，《臺灣新生報》，2013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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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核心 

Benefits 

利益點 

Attributes 

屬性、特性 

Driving Beliefs  

驅動信念 

Personality 

個性 

 

 

Tone 調性：簡潔、質樸、細膩愉悅、豐富 

 

產自「獻穀田」的「獻穀米」，因肥沃的土壤、清澈

的泉水及優異的耕作技術，於日治時期獲選為日皇御

用之貢米。是傳承七十餘載的優良好米。 

˙產自獻穀田的好米 

˙引用姊妹泉的清澈泉水 
˙日本天皇御用精選的背書 
˙米粒飽滿、品質優良無污染 

日皇御選 臺灣一番米 

 

 

天然、優質、健康 

註

1 

1.信任：日皇御用精選 

2.優質：肥沃土壤、清澈泉水的生產環境  

3.專業：公館鄉農會精選，70 多年的技術傳承 

 

米」延續日治時期獻給天皇般的好品質，也藉由包裝設計傳達消費者對地方

品牌的信任，讓品質與品牌相輔相成。穀物雖然不再進獻皇室，但也重生為

地方塑造的精緻農產品牌。 

 

 

 

 

 

 

 

 

 

 

 

 

 

 

 

 

 

 

 

 

 

 

 

 

 

 

 

圖 4-1 獻穀米品牌定位金字塔 

圖片來源：歐普廣告設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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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獻穀米包裝設計圖 

圖片來源：歐普廣告設計公司提供  

二、雲林西螺「獻納米」 

雲林縣西螺鎮緊鄰濁水溪，在臺灣一直是良質米的產區，當地也流傳

日治時期曾將西螺米「獻給天皇」的說法，不僅增添「天皇御用」的殊榮，

證明其優良品質，農會也進一步成立「獻納米」等品牌來做行銷，更參與稻

米品質競賽，重振西螺米的榮耀。 

（一）「獻納米」的考察 

  根據農會、居民的說法，西螺擁有肥沃的土壤，再加上以濁水溪作為灌

溉，造就品質優良的稻米，因此被指定為日本皇室獻納米，然而多數人已不

清楚日治時期的細節。關於獻納米的起源，在 2000 年出版的《西螺鎮志》

中有相關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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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濁水溪灌溉的農田栽培出來所生產的蓬萊米，其米

質優良粘度適中，食味 QQ 可口好吃，眾人讚賞不絕口，廣受各大

都市人的歡迎及家庭主婦的選購，並享譽日本。當時西螺蓬萊米

更被選為皇室用米，稱為「獻納米」，做為供應日本皇室家族使

用。26 

除此之外，鎮志還附上兩張照片（圖 4-3、4-4），作為描述獻納過程以及獻

納事實的證明。 

……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時在小茄苳（地點位於今西螺農工

西側）種植的收割情形，當時一般收割皆會有日本和尚或道士先

行舉行儀式的祭拜，而收割人員多身著白制服，並且有日本兵在

一旁戒護，或幫忙收割，而貢田區域有白色幡布（驅邪境域）作

為區隔……，這些將被運送至日本皇室的稻米多以米袋一一盛

裝，上方覆蓋日本國旗，在等待運送前，會被集中於一處管理，

依照片狀況來看，其被統一集中放置於公共空間中……。27 

從鎮志內容以及照片提供的資訊，可以看出當地居民對「天皇米」的詮釋，

西螺米之所以被選為皇室用米，是因為其品質優良可口。該田地位於小茄

苳，也就是今日西螺農工西側，收割前需要進行宗教儀式，甚至有日本兵戒

護，最後稻米經過包裝、集中統一運送。 

  日治時期，西螺的確是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地之一，不過時間是在 1932

年（昭和 7 年），該年輪值的臺南州獻穀，就選定西螺街茄苳 412 番地種

植，正副總代是鍾士、鍾腔。28不僅如此，1941 年西螺也在茄苳 359 番地

設神饌田，種植獻給明治神宮、靖國神社的神饌米。29根據獻穀田及神饌田

所在的番地號，將日治時期地籍圖與今日地圖疊圖後，可以確認神饌田位於

今日的西螺農工西側，而獻穀田則偏西南方（圖 4-5）。兩處田地的栽種過

程，都經過神道儀式的地鎮祭、田植祭以及收成時的拔穗祭，儀式中奉耕者

和神職人員須穿著規定的祭服，耕作人力則可能是當地保甲青年團或其他教

                                                      
26 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27 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28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北：同著者，1939），頁 326-327。  
29〈神饌田地鎮祭〉，《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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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團體，警察、農事人員也會到場指導。在圖 4-3 中，身著西裝者即為擔任

農事指導員的林德權，由於他畢業於總督府農試場，且曾受教於磯永吉，具

有現代農業知識，因而擔任此職務。30另外，筆者在第三章也已說明，獻穀

米和神饌米皆透過精細的篩選，分別挑出 1 升和 1 斗，再以檜木或桐木箱盛

裝，與圖 4-4 中呈現的規格數量並不相同。事實上這張照片為 1945 年所

攝，是西螺街募集到前線戰場的物資，雖無法確定物資內容為何，然而可以

確定的是，照片中並非獻納至日本皇宮或神社的米。31 

 

圖 4-3 《西螺鎮志》的獻納米收割圖 

說明：原圖說為「西螺因米質良好，日治時期曾被選為皇室用米，稱為『獻納米』，此幀

照片係稻作收割情形，貢田區域有白色幡布做為區隔，亦有日本兵幫忙收割，地點

位於西螺農工西側的小茄苳。」圖片中著西裝者是擔任農業指導員的林德權，原照

片持有人為其子林炳坤。  

圖片來源：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30 林炳坤（1922 年生，林德權之子，原照片持有人）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4 年 1

月 22 日。林德權生於 1900 年，畢業於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從事貸地業，榮成農事株式

會社職員。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同著者，1937），頁 67。 
31 鍾秀梅，《西螺大橋推手  李應鏜與他的年代》（雲林：螺陽文教基金會，2013），頁 85。

也向原照片持有者李雅容（1948 年生，前西螺鎮長李應鏜之女）確認照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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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西螺鎮志》的「獻納米集中圖」 

說明：原圖說為「將被運送至日本皇室的稻米多以米袋一一盛裝，上方覆蓋日本國旗，在

等待運送前，會被集中於一處管理。」圖片經考證乃 1945 年戰時物資集中圖，原

照片持有人為李雅容。  

圖片來源：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圖 4-5 日治時期西螺獻穀田與神饌田番地號，與今日地圖套疊後結果 

說明：上方箭頭所指的矩形為神饌田，下方箭頭所指的長方條是獻穀田，星號所在的方框

為今日西螺農工所在地。 

圖片來源：廖泫銘  繪製 

獻穀田 

神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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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稻米品牌經營與重振 

  西螺生產的濁水米在市場中有很高的評價，碾米產業也相當發達，過去

曾多達 100 多家業者，不過隨著社會型態變遷，產業規模逐漸萎縮，且西

螺米的盛名也經常遭其他產地的米商濫用，以致於原本的口碑受到影響；再

加上 2002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放米食進口，面對來自世

界的市場競爭，當地業者體認到傳統產銷方式需要加以轉型。因此，雲林縣

米穀商業同業公會於 2001 年 10 月組織成立「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

盟」，將西螺、斗六、斗南、大埤、虎尾等地的農會，以及民間 22 家廠商加

以結盟，整合區域內的稻米生產，強化加工品質。32 

  2002 年，聯盟推出共同品牌「献納米」，透過日本時代日本皇室指定用

米的傳說來賦予品牌精神，該聯盟表示，「即使皇室御用的稻田已不復見，

但聯盟廠商提供濁水好米，獻納消費大眾誠摯的心卻未曾稍減」，也就是將

獻納的對象轉換，供應消費者如皇室御用般的好米。為了打造品牌的優質形

象，產品採 CNS 一級規格標準，保證完全使用雲林濁水米碾製，聯盟內也

有組織章程，嚴格規範成員的產銷工作。33 

  為了行銷在地生產的米，西螺鎮農會也陸續推出清健米、穗美人等品

牌，持續經營過去建立的優質米形象。2006 年，農會與西螺鎮公所、雲林

縣政府共同開發出「皇金米」，以 9 年內都不曾使用農藥及化肥的農地，種

植臺南 11 號有機米，栽種過程使用綠豆粉及有機肥料，嚴格執行田間管

理，由於面積只有 5 公頃，因此每期產量僅約 20 噸，號稱雲林縣內品質最

高的米，34這樣的要求與日治時期獻穀的栽種方式不謀而合，可以說創造了

同為「皇室用米」的稀有與優質。 

  除此之外，為了重振西螺稻米產業的榮光，西螺鎮農會和鎮公所也參與

農糧署的全國稻米品質競賽。2012 年，農會總幹事廖錦富與西螺鎮長蕭澤

                                                      
32  〈「献納米」獻納心─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盟〉，《農政與農情》131（2003 年 5

月），頁 75-76。 
33  〈「献納米」獻納心─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盟〉，《農政與農情》131（2003 年 5

月），頁 76。 
34 〈蘇縣長主持雲林皇金米上市發表記者會〉，《雲林縣政府縣府新聞》，2006 年 6 月 29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2 日，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 -1.asp?m=&

m1=6&m2=45&id=12053。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12053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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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攜手，結合兩個單位的行政資源，將過去各行其是的碾米廠和農民整合，

以獲獎為目標共同合作，一起投入經費、聘請專家指導栽種技術，控制稻穀

烘乾的時間和火侯等，最後打造出來的西螺米，由農民張清松成功獲得

「2012 年十大經典好米」的個人獎，農會也榮獲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獎的殊

榮。35透過全國競賽的加持，再次打響西螺米的名聲，也讓擁有日治時期

「獻納米」歷史的西螺米，加上當代經典好米的光環，為品質和品牌做了最

好的證明。 

三、莿桐孩沙里「神饌米」 

  位在雲林縣莿桐鄉興桐村的振興聚落，舊稱「孩沙里」，當地信仰中心

為供奉媽祖的福天宮，俗稱「五百甲圳」的鹿場課圳流經聚落南緣，水利發

達，居民以種植稻米、蒜頭為主。36在過去，許多人認為孩沙里沒有特殊的

自然或人文景觀，是一個平凡的聚落，不過就在居民發起社區營造工程後，

找到日治時期曾經「獻米給天皇」的「物證」，打造出與眾不同的稻米品

牌，也進一步發現社區特色，重新凝聚居民的公共意識。 

（一）「神饌米」出土 

  孩沙里流傳著一則傳說，也就是日治時期曾有人坐船到日本「獻米給天

皇」，過去多數居民並不清楚事情的真偽，也缺乏進一步查證。直到當地開

始進行社區營造工作，才發現歷史的「真相」。現任孩沙里社區發展協會執

行長的林武文出生於 1957 年，在 2005 年自海軍政戰主任退休後，回到故

鄉孩沙里居住。服役時曾就讀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期間

接觸社區營造課程，而對社造工作有所認識。2006 年 6 月，林武文的妻子

陳麗秋參與鄉民代表選舉，他趁此機會觀察居民性格，在同年的社區發展協

會改選之時，邀請熱心公眾事務的居民擔任發展協會的理監事，此後社區發

展協會的事務才逐漸步上軌道，也開始參與雲林縣政府辦理的社造培力計

                                                      
35 蕭澤梧（西螺鎮長）口述，張素玢主訪，邱創裕、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紀錄，2013 年 1

1 月 1 日。 
36 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九 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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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37 

  孩沙里社造開始運作後，為了重振稻米產業，林武文著手追查「獻米給

天皇」的傳說，也陸續有人提供資料，逐漸拼湊出事件的原貌。2007 年

時，在莿桐鄉民高清木家中發現鑄有「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神饌奉獻」字樣

的胸章，而高清木的父親高樹枝，即為當年帶著神饌到日本的代表之一；至

於神饌田，是由日治時期擔任保正的陳懷提供，這塊地即為今天的孩沙里釣

蝦場。陳懷的兒子陳昭皇當時約 10 歲，更曾在莿桐國小參與神饌米的挑選

工作。38於是獻米給天皇的傳說，成為有具體人、事、時、地、物的歷史事

實，神饌奉獻的胸章就是最好的物證。 

 

圖 4-6 神饌奉獻胸章 

說明：胸章正面鑄有「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神饌奉獻」字樣，背面則是「昭和十四年十月

二十  二十二日   大日本青年團」，胸章約為 10 元硬幣大小。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居民認為，由於當地有五百甲圳灌溉，造就卓越的稻米品質，也才能

獲選為獻給天皇的神饌，於是將五百甲圳與稻米結合，因此最初社區打著

「獻納米原鄉」的名號，將當地生產的米稱為「五百甲圳米」或是「獻納

米」，並以此為地方文創商品。 39然而為了做出產品區隔，並強調社區特

                                                      
37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38 相關資料由林武文提供。  
39 曾永賓，〈社區產業發展文創商品之成功要素研究─以孩沙里社區的五百甲圳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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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014 年成立「孩沙里神饌米」品牌，做為社區的產業文化。目前神饌

米的品種為桃園 3 號，在社區的文宣及神饌米包裝袋上，印有神饌奉獻的胸

章照片，及神饌奉獻的故事： 

在 1939 年（昭和 14 年），各殖民地派團赴日本參加擴大國慶並謁

見日本天皇，當時「臺灣大日本青年團」所攜帶的貢品，就是由

本庄保正「陳懷」所負責種植的、也是由日本引進改良的蓬萊

米，並由當時「大日本青年團」的成員，也是本庄居民林深坑及

埔子庄民高樹枝他們呈獻給日本天皇，因當時日本天皇所贈送的

紀念胸章明確註明「神饌奉獻」，故以「神饌米」稱之。40 

這段描述詳細的點出神饌米的起源和過程，證明神饌真實性，不過，若就筆

者爬梳的資料來看，以上描述與史實有若干出入。首先神饌奉獻的活動是為

了慶祝「新嘗祭」而非「國慶」，作為臺灣代表的高樹枝與林深坑，屬於大

日本青年團下的「莿桐青年團」，攜帶的神饌米是從臺南州及全臺灣選拔而

出，非僅是一地生產；奉獻的對象為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且從他們的行程

來看，並沒有見到日本天皇。41雖然如此，地方上流傳的說法卻已將獻納對

象嫁接到天皇，並以「曾受到天皇召見」而感到榮耀； 42另一方面，「天

皇」的名聲響亮，強調獻納給天皇，更能增添社區的傳奇色彩，也讓孩沙里

出產的稻米品牌和品質有「天皇認證」。43 

  雖然孩沙里的米不曾得過稻米競賽獎項，但 2007 到 2009 年間，緊鄰

孩沙里的義和村宏田稻米產銷專區，其生產的米連續 3 年獲得臺灣十大經典

好米，使得莿桐鄉的米聲名大噪，44因此，即便得獎米不在孩沙里社區內，

但同為莿桐鄉，這樣的殊榮也被挪用到神饌米的宣傳，為品牌和社區稻米產

                                                                                                                                                        
（嘉義：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 75。 

40 引自孩沙里神饌米包裝袋，在神饌米的宣傳網頁也有記載。徵引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

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41 關於此次神饌奉獻的史料考察，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點之「神饌的直接捧持」。  
42 高清木（高樹枝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31 日。 
43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44 〈雲林縣連續五年獲選十大經典好米農民拜訪縣府〉，《幸福雲林電子報》，2011 年 10

月 1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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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加值」。45 

（二）社區營造的推動 

       孩沙里社區的社造工作，除了民眾自發性關心地方事務，也有許多有志

之士帶領居民，爭取政府補助，取得更多軟硬體資源。自 2007 年開始，孩

沙里社區就參與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辦理的「社區營造培力計畫」，同一年度

還有農委會的「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在社區發展初期，孩沙里經由居

民的共同討論，規劃出四大願景，亦即產業文化化（造產）、文化產業化

（造人）、社區綠美化（造景）、幸福孩沙里（造福），46確立社區的發展方

向。 

  透過「神饌米」歷史的發現，深化社區稻米產業的文化內涵，確立核心

價值，不僅建立居民對稻米產業的自信，經由媒體宣傳，也引起外界對孩沙

里社區的關注。除了產業外，為了打造居民的「文化活動」，重新組織社區

內歷史悠久的「一甲子樂團」，47安排音樂家駐村、延請音樂老師授課，並

以孩沙里獻納米故事譜曲作詞，作為社區之歌，居民定時參與樂團練習，凝

聚向心力，不定期的樂團表演也增加居民榮譽感。在硬體設施的營造上，孩

沙里最著名的就是花海景觀，每年在稻田休耕時期，種植向日葵、波斯菊等

綠肥植物，成為吸引外地遊客的最大誘因，也成為 2014 年農業博覽會的景

點之一。社區裡百年古井、古厝，信仰中心福天宮等，串聯成社區內的參訪

路線，許多閒置場所在地主無償提供後，整理作公共空間，讓居民或遊客休

憩賞景。2015 年 3 月，由老房子改建的「不凡老會館」啟用，提供社區內

的高齡者健康檢查、休閒娛樂、終身學習之場所。48 

  孩沙里有策略地整合社區歷史、文化、產業景觀，讓居民都能參與社造

工作，自 2007 年發展至今，傳統的農村聚落逐漸轉型，成為「音樂、花

                                                      
45 神饌米的宣傳單就註明「2007 年起連續三年榮獲全國十大經典好米」，此外社區的彩繪

圍牆也將「屢獲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當作繪製的題材。  
46 〈雲林縣莿桐鄉孩沙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雲林：未刊稿，2013 年），頁 40；林武文

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47 日治時期，居民廖主矱是教會詩歌班指揮，閒暇時教導庄內壯丁團樂器演奏，後來於 1

937 時成立樂團，四處演奏，逐漸打響名聲，更在戰後的 1947 年雲林縣運動會中，擔

任開閉幕典禮演奏工作，平時也經常承接婚喪喜慶的表演活動。然而隨著社會變遷，樂

團業務減少，年輕人也外流，  
48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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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農村」社區，當遊客到訪時，豐富的景觀讓遊客賞景之餘，更能進一步

感受其文化內涵。「神饌米」是建構今日孩沙里社區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找

回居民的自信和凝聚在地認同。 

第三節 土地徵收的抵抗─新竹「天皇貢米」 

  前一節所述的「天皇米」主要是為了稻米的推廣行銷而生成，但本節所

討論的案例，則是在與政府抗爭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臺灣的農業在工商業導

向的社會風氣下，被視為經濟效益偏低的產業，今天農業用地所面臨到的危

機之一，便是政府以都市或工業發展的名義，將農地用途變更為都市或工業

用地，不僅使大規模的良田消失，因應各種開發計畫而衍生的徵收問題，更

迫使當地居民必須離開家園。位在新竹的「臺灣知識經濟園區計畫」就是一

個例子，該計畫範圍涵蓋新竹縣竹北、芎林地區，須徵收 447 公頃的土

地，然而在計畫推行的過程中，卻促使當地流傳的「天皇貢米」浮現，居民

進一步打造出品質與榮耀兼具的「天皇米」，成為足以與「經濟開發」拉鋸

的力量。 

一、「天皇貢米」的源起 

新竹縣的竹北市、芎林鄉在地形上屬於頭前溪北岸沖積平原，自竹北

東海里開始，一直往東南延伸到芎林上山村一帶為特定農業區，土壤肥沃、

水利發達，尤其北邊有犁頭山做屏障，造就此地風害不興、氣候宜人，是新

竹縣主要糧倉。49關於當地所生產的稻米，有一則著「天皇貢米」的傳說：

由於此地稻米品質優良，深受天皇喜愛，因此在日治時期被指定為進貢給天

皇的御用米。雖然無法確切了解傳說流布的範圍，不過目前在竹北東海里、

芎林上山、下山村都有農民提到。今天當地以「貢米」作宣傳的品牌，有芎

林鄉農會的「芎林米」，及竹北東海里農民陳發生創立的「東海米」、田守喜

的「田爸爸的米」。 

                                                      
49 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十四 新竹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2

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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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地農作條件優良，不過根據當地農民說法，在日治昭和初年引

進蓬萊米，當地的米才逐漸聲名遠播，由於頭前溪水乾淨無汙染，加上土

壤、氣候因素，優質的稻米也因此吸引天皇青睞。至於生產的米如何獻給天

皇，農民是這樣描述： 

這裡（東海里）土壤好，水質優良，於是被選為給天皇的貢米，

日本人有個組織，會算田的坪數比例，留一部分的米給我們，其

他都用公定價格收回日本給天皇，也有送到前方給軍人吃。50 

以前日本人很兇，上下山兩村的米都被強制徵收給日本天皇當作

貢米，剩下的按戶籍人口分配，當時生活很辛苦，只好想盡辦法

藏米。51 

然而亦有部分耆老表示： 

我記得日本時代是把米徵收送到日本，我們只能吃甘藷，戰後我

才聽說這裡有獻米給天皇。52 

由於竹北、芎林地區在日治時期並非宮中縣穀的輪值地，也沒有曾設置神饌

田的資料，若根據訪談對象出生年代和內容推測，筆者認為當地所流傳的天

皇米之說，原型應是日治時期的米穀統制，在戰時的氣氛下，當地米穀統制

組合或許以天皇的名義執行徵收，而讓民眾有「把米獻給天皇」的認知，53

也因此，提到這段過去，居民的感受並非光榮，而是日本人「相當可惡」，

或者「沒有米可以吃，很辛苦」，當年甚至用盡辦法偷藏稻穀。但是時過境

遷，這段過去在今日地方民眾的詮釋中，反而因為曾受到「天皇的肯定」，

成為稻米品質優良的印證，足以與其他產地齊名。 

  這裡雖然有優良的育作環境，更生產「御用貢米」，然而土地徵收的陰

                                                      
50 陳發生（「東海米」創立人，竹北東海里人，1936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13 日。 
51 林礽清（芎林下山村人，1938 年生，為芎林鄉農會總幹事林冠伶的父親）口述，邱創

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52 田榮茂（竹北東海里人，1933 年生，「田爸爸的米」創立人田守喜的父親）口述，邱創

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53 也有農民認為「把米徵收給天皇是藉口，實際上是給日本人吃」，林礽清（1938 年生）

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另外，筆者在田野訪查「天皇獻米」的說

法時，不少地方耆老雖然表示未曾聽說，但卻直覺想到「日本人會把米強制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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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卻始終籠罩這片田地，政府始終都未曾放棄將此地設立經濟園區，並擬定

「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若計畫實現，良田可能全數化為鋼筋水泥

建築，面對這樣的困境，「天皇米」又要如何與「經濟發展」的大旗抗衡？ 

二、「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的推行 

    「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簡稱臺知計畫）即是「璞玉計畫」的

一環， 1999 年由新竹縣政府提出，目的是配合高鐵新竹站特定區的開發，

整合高科技產業的升級與轉型，以吸引高科技人才進駐、銜接區域產業的網

絡，產業內容將以 IC/SOC 及相關研發設計展示為主，並建置國立交通大學

竹北園區，打造產學合作的機制。計畫範圍涵蓋竹北市、芎林鄉、竹東鎮三

個行政區，面積約 1,235 公頃，由於縣府稱這塊地區是「未經雕琢的璞玉，

恐遭蛀蝕之虞，亟待精雕細琢」，而被稱作璞玉計畫。54 

2004 行政院核准璞玉計畫為「國家重大建設」，農委會也同意計畫執

行。縣府採取分期分區開發策略，「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為第一期優先

發展區，因此另行擬訂臺知園區都市計畫，以設立產業專區、國際示範村、

交大竹北園區及生活聚落區為目標。全區包含高鐵用地共 447 公頃，其中

41.71%為機關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37.38%規劃為住宅區，而農業區只有

0.85%。55事實上，臺知計畫所涵蓋的土地幾乎為特定農業區，根據 2015 年

版本的計畫書內容，在臺知計畫範圍內的現有稻作面積為 176 公頃，約占

總計畫面積的 39%，56而這也是竹北、芎林的「天皇米」產區。2009 年 6

月，新竹縣政府通過臺知計畫的環評審查，將計劃案送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的專案小組，臺知計畫的推行又往前推進，意味著土地徵收的腳步也逐

漸逼近。 

                                                      
54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2010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0），頁 1-2。 
55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2015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5），頁 131。  
56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2015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5），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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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貢米」的榮耀與抵抗 

  面對農田即將被徵收，當地農民在 2006 年組成「竹北璞玉自救會」，

堅持「維持現狀，永續務農」的態度。2011 年 6 月 30 日，璞玉自救會首度

發起凱道抗爭活動，東海里上百位農民帶著稻米及蔬果到總統府前，表達

「反對臺知園區、捍衛璞玉良田」的決心，由農民代表進入總統府遞交陳情

書，隨後向監察委員檢舉新竹縣政府的不當作為，57這時也對新聞媒體宣傳

竹北作為「天皇貢米」的珍貴和稀有。 

……種植五甲地的田守喜說，日治時代，竹北東海里、隘口里、

十興里產的米是「貢米」，要交到日本，現在這裡年產三百六十萬

公斤的良米，堪稱北臺灣穀倉。58 

「天皇貢米」的論述首度在媒體出現，除此之外，糧食供應的功能也是這段

話所要表達的意涵。10 月 21 日，縣府向內政部報告土地徵收的內容時，農

民再次赴營建署陳情，此後自救會也多次參與以「土地正義」為主題的遊行

抗爭，媒體曝光增加，「天皇貢米」也開始在輿論發酵。然而，即便有過去

作為「天皇貢米」的榮光，今日要證明此地稻米品質優良，土地應予保留，

當地農民必須提升在地稻米產業，爭取更多榮譽擦亮「貢米」招牌，力挽政

府開發的狂瀾。 

  生於 1936 年的稻農陳發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自小便跟著家人在當地

種田，持續至今，2007 年他向政府申請成立稻米產銷班，是為竹北市第一

個、也是目前唯一的良質米產銷班。2008 年創立東海商行，陸續建置大型

碾米、冷藏、烘乾及包裝機具，完成獨立的稻米生產系統，除了自家栽種以

外，也收購當地品質良好的稻米，創立「東海米」品牌。長久累積的種稻經

驗，加上農會、農改場技術人員的協助，讓他能精準掌握不同品種的生長特

性。近年他偏好種植桃園 3 號，配合肥料使用時機、用量的拿捏，並憑藉多

年經驗調整稻米烘乾的時間和火侯，生產出高品質的米。59陳發生的米在竹

                                                      
57 〈竹北農民要耕作  抗議產官學聯手強徵良田〉，《環境資訊電子報》，2011 年 6 月 30

日。 
58 〈竹北璞玉自救會農民 控訴政府濫徵農地〉，《自由時報》，2011 年 6 月 30 日。 
59  陳發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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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稻米評鑑中，經常拔得頭籌，尤其他以較肥沃的休耕田種米，使稻子能

順利成長，品質也更優良。2012 年他以臺南 11 號在全國稻米競賽中榮獲

「優質好米」；2013 年以桃園 3 號進軍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拿下「十大經典

好米」的殊榮。 

  另一個品牌「田爸爸的米」的創立人田守喜，生於 1958 年，也是自小

就跟著家人從事農業，年輕時曾到外地工作，1997 年決定回到竹北老家專

職務農。在臺知計畫的影響下，為了捍衛家傳的田和稻米事業，主動參與多

次的抗議活動。對於稻米栽種，他強調要「適時、適地、適作」，選擇桃園

3 號的品種，自行育作秧苗，也實踐友善環境的農法。不噴灑農藥、除草

劑，自製有機肥、種植綠肥，以降低化肥的使用。相較於多數農民追求產

量，田守喜在乎的是品質，甚至在插秧 40 天後將水田放乾，藉由「曬田」

讓秧苗停止生長，減緩分蘗情況，如此結穗速度較能一致，可提升品質，但

產量卻會減少。60一般情況下，1 甲田約可收成 8 千斤以上，但他只有 6、7

千斤，由於稻米自產自銷，缺乏大型碾米廠的選色、拋光設備，所以他的米

外觀樸實，也有蟲蛀病害的情況。即便如此，田守喜的米卻屢獲獎項肯定，

在 2011 到 2013 年的竹北市稻米品質競賽中，連年獲得一、二名的成績。 

  2014 年，田守喜及陳發生的兒子陳文織，和當地農民陳金生三人，一

同拿下首屆「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的冠軍，61將竹北的稻米推上品質的高

峰；2015 年陳發生更獲選為模範農民，表揚他帶領產銷班打造在地良質米

的功勞。62這些榮譽都讓竹北、以及陳發生、田守喜生產的稻米聲名遠播，

更證明此地在土地條件或農業技術上都有極高的水準。諷刺的是，稻米不斷

獲得政府獎項的同時，也要面對政府接二連三的徵收威脅，於是農民便把獲

獎的輝煌經歷，進一步挪用為抵抗徵收的有力說詞，正如同田守喜所述： 

這裡田那麼好，米那麼好，說不要徵收沒有用，不如參加比賽得

獎，大家都無話可說。63 

                                                      
60 田守喜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61 〈2014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暨頒獎典禮紀要〉，《農政與農情》271（2015 年 1 月），頁

48。 
62 〈2015 年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  傳承、創新、新農業〉，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新聞

稿，7232 號，2015 年 5 月 26 日。 
63 田守喜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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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臺知計劃」不斷受到審議委員的質疑而屢遭退件，特別是在土地

徵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由於 2010 年 6 月 9 日大埔事件爆發，社會輿論

開始關心土地徵收與農地流失的議題，使得中央對土地開發態度轉為保守。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要求新竹縣政府，必須先向土

地徵收委員會報告徵收的公益必要性後，才能再行審議，同年 12 月，《土地

徵收條例》修法通過第 3 條之 1 條文，表示「特定農業區除國防、交通、水

利以及政院核定的重大建設外，不得徵收；若以重大建設為由徵收，有爭議

時則應舉行聽證會」， 64於是縣府再度報請行政院核定計畫為國家重大建

設，但行政院於 2013 年底要求經濟部必須對計畫之政策方向、總量管制、

合理性及使用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的無可替代性進行審查後，再報院核

定，652014 年 8 月 6 日內政部第 3 度都計委員會審查，決議計劃應先取得行

政院核定「國家重大建設」後再議，然而行政院卻表示，臺知計劃性質上雖

屬國家重大建設，但計畫範圍認定，「應由內政部逕依相關發令規定精神及

程序，本於計畫整體性、可行性、必要性，逕予以審議。」66行政院及內政

負相互推諉責任，不願為計畫的開發背書。 

  不過新竹縣政府對於計畫的態度是勢在必行，2015 年 4 月 14 日，縣長

邱鏡淳在縣府主管會報中表示，「將會全力促成使臺知園區順利推動，也已

向行政院秘書長簡太郎、政務委員蕭家淇撂重話」， 67要求臺知計畫必須有

具體進展。該年年底，內政部第 9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專案小組會議中，通

過臺知園區開發案，將在 2016 年安排委員會大會審查，68使計畫又往前推

進一步。為了保衛土地，反對的農民多次到中央抗議，並在學者、社運團體

合作下，從糧食供給、生態保育、土地公平正義等角度，發表譴責的聲明。

                                                      
64 〈【土徵修法】立院三讀  農民憤怒 警滅火爆衝突〉，苦勞網電子報，2011 年 12 月 13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454。 
65 廖本全，〈阿祥伯的紅眼眶〉，徵引日期：2015 年 12 月 14 日，http://banbrother.blogsp

ot.tw/2014/07/blog-post.html。 
66 〈104 年 9 月 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  處理情形對照表〉（未刊

稿，2015），頁 2。 
67 〈挽救臺灣的兆元經濟一定要做  竹縣臺知園區再加把勁〉，《新竹縣政府新聞》，2015 年

4 月 14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

sDetail/50179。 
68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  邱縣長宣佈利多增闢四公車路線〉，《新竹縣政府新聞》，2016 年

1 月 1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

Detail/54468。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454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0179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0179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4468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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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臺知園區的開發與抵抗仍在進行，最後是「天皇貢米」勝出，抑或是土地

徵收獲勝，目前仍是未知數。 

從經典好米、名米產地到模範農民的榮譽，當地農民已將稻米的「價

值」提升到最高層次，與所謂的「經濟開發」拉鋸。田守喜、陳發生建立稻

米自有品牌，生產的包裝米都註明「日治時期曾是天皇的貢米」，田守喜甚

至把土地徵收、捍衛家園的心聲記載其上。當地「天皇米」在今日重現的過

程中，與政府開發的威脅交錯，農民透過獲取全國性稻米競賽獎項，使產地

和品質的珍貴得到認定，冠軍米、臺知園區以及「天皇貢米」之說經由媒體

報導，逐漸在輿論發酵，讓日治時期的「天皇貢米」蛻變為今日抵抗土地開

發的象徵。  

第四節 天皇米現象 

一、打造「天皇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獻給天皇食用的米，必然是栽種過程嚴謹，品質卓

越的好米，從前述品牌塑造、社區營造到抵抗開發的案例來看，有些地方在

日治時期確實曾種植獻穀或神饌米，奉獻到日本皇宮或神社，但這些米是為

了新嘗祭使用，與天皇日常食用的用途並不相同，由於缺乏完整的歷史考

證，再加上記憶的落差，再現的「天皇米」與史實略有出入；也有像新竹的

例子，其「天皇貢米」說法源自戰時米穀徵收的誤解，實際上並沒有獻穀或

神饌的記錄。 

但無論如何，在居民的詮釋中，雀屏中選為奉獻地是一件光榮的事，

這樣的榮耀意味著稻米品質的肯定，而稻米優異的理由，則歸因於得天獨厚

的地理環境，尤其水質更是各地「天皇米」強調的重點，在今天要種出好

米，必須有特殊的種植方式，無論是肥料、農藥的控制、專倉收藏，甚至是

                                                      
69 〈莫讓璞玉田成「大埔第二」！各地自救會、農陣聯合聲明〉，《環境資訊電子報》，201

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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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採用異於一般稻米的田間管理，不僅為了品質，也在凸顯這些米

的「與眾不同」，這些卻也和日治時期新穀獻納的規則不謀而合。然而天皇

獻米的榮耀已經遠去，現在要證明品質、打響名聲的另一個途徑，就是爭取

比賽榮譽，透過全國性稻米競賽的冠軍獎項，再次證明稻米凌駕全臺，也為

天皇米說法增添幾分可信度。從各地對「天皇米」背景的詮釋，以及再現的

過程，都呈現出居民對農業、對地方的認同和驕傲，甚至在面臨開發徵收

時，轉化為保存土地的論述。 

  因為「天皇米」具有這樣的意義，而「天皇招牌」也蘊含臺灣人所建立

的日本形象，許多稻米品牌會利用「天皇」當作文宣的一部份，增加產品的

附加價值，與其他稻米作出區隔。也就是說，各品牌在使用天皇之說時，主

要追求的是稻米品質的保證，讓消費者引發美味、稀有和純淨的想像，再加

上「歷史背景」的推波助瀾，產生臺灣各地都有「天皇米」的現象（表 4-

1）。 

  由於「天皇米」之說具有傳說性質，許多米都能都掛上天皇招牌，因

此，藉由資料的考察證明其真實性，讓傳說轉化為「歷史」，更能使品牌脫

穎而出，這樣的途徑，甚至成為爭奪「正統天皇米」的方式。例如雲林縣西

螺鎮的獻納米以及莿桐鄉的孩沙里神饌米，由於兩鄉鎮比鄰，當地也都有獻

米給天皇的說法，為強調其真實和正統，雙方蒐集佐證資料，發展出天皇米

的歷史論述。正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到，西螺在鎮志中透過老照片的詮釋，具

體描繪出獻納米的生產流程，由於西螺米一直是西部好米的產地，「有圖為

證」也強化其作為獻納米的形象。莿桐鄉雖然同樣盛產稻米，但名聲不如西

螺，直到 2007 年孩沙里社區發現神饌奉獻胸章，被認為是獻納米最具體的

物證，隨即強調孩沙里才是「獻納米原鄉」，甚至認為遠近馳名的西螺濁水

米，其實是孩沙里的「五百甲圳濁水米」。 70 2014 年，為了強調神饌歷

史，並與西螺獻納米作出產品區隔，才將當地生產的稻米取名為「神饌

米」。71對莿桐居民而言，西螺獻納米只是傳說，有神饌奉獻胸章為證的神

                                                      
70 當地的說法為：「引濁水溪的「五百甲圳」，其灌溉的稻米是臺灣濁水米最重要的產地，

由於早期地主均住西螺，加上此地在清代、日治時期隸屬於西螺堡，才會造成西螺濁水

米的名聲較為響亮，因此西螺濁水米就是孩沙里番子段為主的濁水米。」引自孩沙里神

饌米包裝袋，在神饌米的宣傳網頁也有記載。  
71 居民認為，「獻納」的說法是被動要求，但「神饌米」是主動呈獻，後者更能強調在地

民眾的主動性。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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饌米，才是真正的「獻納米」。72 

表 4-1 今日臺灣販售的「天皇米」 

品牌稱號 產地 推動者/單位 備註  

天米 新北市金山區八煙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田爸爸的米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  

田守喜 
戰時米穀徵收記憶

的轉化 
東海米 陳發生 

芎林米 新竹縣芎林鄉  芎林鄉農會 

獻穀米 苗栗縣公館鄉中義村  公館鄉農會 1937 年獻穀  

湖底米 臺中市外埔區有機稻米專區  外埔區有機產銷班   

葫蘆墩米 臺中市豐原區  豐原區農會 1924 年獻穀  

獻納米 雲林縣西螺鎮  西螺鎮農會 
1932 年獻穀、

1941 年神饌田  

神饌米 雲林縣莿桐鄉孩沙里社區  孩沙里社區發展協會  
1939 年神饌田、

神饌直接捧持人  

打牛湳米 雲林縣二崙鄉中和社區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1939 年獻穀  

天皇米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社區  
竹山鎮農會、社寮社區發

展協會 
 

伊那谷香糯

米 

南投縣仁愛鄉松林、親愛、

萬大部落 
松林社區發展協會   

天皇米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  
吉安鄉農會、初英山文化

產業交流協會  
1942 年獻穀  

御皇米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  東里碾米工廠   

關山米 臺東縣關山鎮  關山鎮公所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電光米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里  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飯先生、求

真米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  掌生穀粒糧商號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池上米 臺東縣池上鄉  池上鄉農會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說明： 稻米產品的包裝、文宣內，凡提到日治時期「曾獻給天皇」、「天皇指定御用」或

類似說法者，即列入此表中。  

資料來源：以網路搜尋農會、報紙等相關資料，並蒐集實際販售的商品，經筆者實地考

察、訪談製作而成。此表統計至 2016 年 1 月。 

  但也因為「天皇米」的傳說性質，讓宣傳有可以操作的空間，某些品牌

宣稱其具有「歷史」，來營造真實性的想像。「掌生穀粒」是一家創立於

2006 年的糧商號，不僅販售農產品，他們自詡為「農業作者作品的出版

                                                      
72 林重元（雲林農田水利會西螺區管理處主任，莿桐孩沙里人）口述，張素玢訪談，邱創

裕、黃翔瑋、黃儒柏記錄，2014 年 1 月 17 日。 



103 

社」、是販賣「臺灣生活風格」的品牌。73在其販售商品「飯先生」的說明

裡就提到： 

在糧食局的檔案資料裡可以找到，德高的米在日據時代是日本天

皇的御用米！就算你生活在臺灣，你別以為你有吃到過這裡的

米。74 

不過針對這段說明，筆者進一步詢問該公司「糧食局資料」和德高米的背

景，也諮詢農糧署、考察文獻，都無法得到「糧食局的檔案資料」和德高米

是「日本天皇御用米」的具體佐證，75上述這段說法令人存疑。由於「飯先

生」的產地位在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緊鄰 1934 年宮中獻穀粟所在的里壠

山（今海端鄉崁頂村），以及 1941 的ハイトトワン社（今海端鄉海端

村），筆者推測，獻穀之說可能因此向周遭地區擴散。76但是對商家而言，

經由「糧食局檔案」的宣稱，比起單純使用「獻米給天皇」的說法，更能塑

造產品擁有「歷史典故」的真實性，再進一步強調天皇御用的背景，引導消

費者「親口品嘗」的想望。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天皇米再現的目的，並非要忠實地呈現完整歷

史或真相，而是脈絡性地透過揀選、遺忘、放大，經由論證、組構、陳述而

再生產出符號，77也就是說，相隔半世紀以上，「天皇米」指涉的已非日治

時期受殖民政府支配的獻穀或神饌米，而是在尚未了解歷史真相、以及預設

的價值和立場之下，將資訊配置後建構的產物。然而，即使歷史並非再現的

目的，卻能夠藉由歷史考察，來強化「天皇米」的真實性與論述，因此，了

解過去新穀獻納活動的樣貌，以歷史背景建構「天皇米」，不僅可以豐富品

牌內涵，也能進一步強化其作為「文化產業」的基礎。 

                                                      
73 〈掌生穀粒品牌故事〉，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https://www.greeninhand.com/br

and_story.php  
74 〈有鄉下味的米─飯先生〉，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https://www.greeninhand.co

m/product.php?CateID=1&ProductID=291&Page=0  
75 掌生穀粒企劃梁宏彰表示，德高里的天皇米和糧食局資料，據他所知是「有文獻記載曾

經供奉給日本天皇」，然而這部分因為「需要嚴謹的資料佐證，沒有辦法回答更深入的

問題」，梁宏彰資料提供，2015 年 9 月 21 日；而詢問農糧署「日治時期米獻米給日本

天皇」的相關資料，初步得到的回覆是「經查無相關官方說明」，農糧產字第 10410560

48 號函，發文日期：2015 年 4 月 1 日。 
76 此外，與崁頂村接壤的關山鎮電光里也有「天皇米」，初步推測可能也是相同的原因。  
77 林崇熙，〈雲林意識的形成：多元地方感的辯證〉《雲林文獻》49（2007 年 12 月），頁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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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袖」品牌 

  專制體制之下，國家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因此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安

排自然極為講究，「天皇」是日治時期日本帝國最高統治者，能夠讓天皇品

嘗的食物，就代表著最高規格，當代「天皇米」便利用這樣的符號，提升稻

米價值，而除了米之外，農產品中宣稱曾經「進貢給天皇」的還有南投中寮

鄉的香蕉、魚池鄉的紅茶、臺南麻豆的文旦，以及屏東三地門鄉德文部落的

咖啡等等，這些產品如何生成「天皇之說」仍有待研究，不過可以確定的

是，具有領袖權威的「天皇」在今天成為有說服力的品牌，甚至是日治時期

皇族、皇太子曾蒞臨的場所，也都成為旅遊宣傳的賣點。 

也因為領袖人物的權威和名氣，不僅日治時期的「天皇」，清代臺灣的

「皇帝」、今天的「總統」，也都被挪用為農產品宣傳的「代言人」。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臺南麻豆的文旦，根據報導，清代麻豆「買郎宅」所種的文旦因

為味道極佳，被指名為進貢給皇帝的貢品；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指定該

處 20 株文旦樹所產的文旦，每年專供天皇食用；78戰後政治領袖改為「總

統」，這時的麻豆文旦也獲得總統青睞，而有「總統柚」的稱號。79麻豆文

旦集結了「皇帝」、「天皇」到「總統」的頭銜，可以說把臺灣過去不同政

體、不同政權的「領袖」都運用在麻豆文旦的品牌上，無形中鞏固麻豆在臺

灣文旦產地的龍頭地位。這些產品曾經是被動地受到上級指示做為「貢

品」，如今當地主動地「召喚」領袖現身說法，為農產品背書。 

  臺灣邁入現代化社會，農業也面臨轉型的需求，從「天皇米」的再現，

可以看到稻米產業如何藉由歷史和故事來建構商品論述，在競爭激烈的市場

中創造新的品牌，因此，透過歷史學的研究，發掘農作物在過去的「榮

耀」，將產業賦予文化內涵而成為「文化產業」，將是臺灣農業未來可以努力

的方向之一。 

  

                                                      
78 〈郭義雄  天皇文旦  相傳四代的美味〉，《遠見雜誌》344（2015 年 2 月），頁 58。  
79 〈麻豆郭家文旦  有總統柚美譽〉，《經濟日報》，2007 年 9 月 13 日，D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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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點左右，日本東京靖國神社境內的公共廁所

傳出爆炸聲，疑似有不明人士在廁所內放置爆裂物，80由於 2 週前法國才遭

受 IS 組織攻擊，使得這起事件特別引發國際關注。當天為日本的「勤勞感

謝日」，靖國神社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新嘗祭」，有許多日本民眾到靖國神

社參拜。事實上，臺灣在 76 年前的日治時期，也曾派代表到靖國神社參加

新嘗祭，奉獻由臺灣人種植的神饌米，並持續了數年。今天我們相當陌生的

日本祭典新嘗祭，在日治時期是臺灣的祝祭日之一，也因為這個祭典，臺灣

施行了大規模的新穀獻納，甚至到今天仍對臺灣產生影響。 

本論文以當代的「天皇米」為研究動機，目的是要了解「天皇米」的

歷史樣貌，以及今天再現的過程。所謂「天皇吃的米」，日治時期即是新嘗

祭所使用的米。新嘗祭為日本流傳千年的新穀收穫祭典，日本神話中，

「米」是神賜予的作物，也是主要的維生糧食，因此新嘗祭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祭祀活動。自古以來，身為「現人神」的天皇主掌國家的宗教大權，在皇

宮中負責新嘗祭的祭祀，也透過祭典中食用神饌之儀式，獲得神靈的加持。

明治維新後，明治天皇為了建立全民對天皇的效忠，發展國家神道，將新嘗

祭及相關的神嘗祭列入國定祝祭日，使得新嘗祭在農業性質之外，也有國民

統合的政治作用。祭典中所使用的米，則從單一地點的供應，改由全國各地

奉獻，是為「天皇獻穀」的開端。 

日本領有臺灣後，由於統治基礎不穩固，總督府推行國家神道的態度

消極，即使新嘗祭已在臺灣實施，但規模有限，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不大。此

時總督府為了拓展臺灣米在日本的市場以增加歲收，著手進行臺灣米的改良

事業，歷經數十年工作，臺灣農民的栽種技術有所提升，臺灣米轉為日本品

系，也具備了成為神聖的「天皇獻穀」之條件。1922 年，在內地延長主義

的方針下，總督府開始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與帝國各地一同貢獻天皇

在新嘗祭使用的穀物。臺灣獻穀包含米與粟，由五州二廳輪值提供，持續到

                                                      
80 〈靖国神社トイレで爆発音、壁焼ける  時限式発火装置か〉，《朝日新聞 DIGITAL》，2

015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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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獻穀乃透過地方頭人施行，充分動員地方社會網路，共同完成獻

穀的栽培工作，嚴苛的獻納要點不僅再次宣導現代農業技術，也是教化臺灣

人「敬神崇皇」的手段，除了米之外，獻穀粟的種植主要在蕃地推行，也成

為總督府化育蕃人的措施之一。 

到了戰爭時期，為了順利動員人力與糧食資源，日本政府加強社會教

化與米穀統制政策，也鼓吹農事增產的重要性。1939 年開始，日本發動大

規模的「神饌奉獻」，由各地青年團種植獻給日本神社新嘗祭所需的米，臺

灣也有許多青年團響應，使原本只在島內進行的神饌，成為日本神社的奉獻

地之一；1942 年起，在新嘗祭當天同時舉行「新穀感謝祭」，擴大糧食節約

和農業增產的宣傳。除此之外，臺灣的獻穀更自 1938 年起遴選捧持人到東

京，親自獻上種植的米穀，而獻給日本神社的神饌，也在 1939 年起選出捧

持人到日本神社參加新嘗祭，將新穀獻納事務運作至最高峰。 

由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事務可知，總督府乃透過「米」的奉獻，使臺

灣人在精神上敬愛天皇，效忠國家，而能為殖民者所用，實際層面上則有推

廣現代農業技術的目的，亦即，此乃日治時期同化、教化政策與農業、食糧

政策結合的例證。由於獻穀以輪值方式執行，再加上神饌大規模的奉獻活

動，使得臺灣許多地方都有栽培獻穀或是神饌的記錄，到了戰後，這樣的歷

史因為政治而噤聲，直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綁，日治時期的事物不再是禁

忌，加上日本的大眾文化的影響，「天皇」逐漸成為有效的「品牌」，各地

「天皇米」也就陸續在臺灣再現。 

在本論文所討論的案例中，苗栗獻穀米藉由精緻的包裝設計，打造新

的農產品牌；西螺獻納米在產地盛名的加持下，成為知名的「天皇米」；莿

桐孩沙里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將「神饌奉獻」作為社區文化產業，發展神

饌米品牌，除此之外，新竹貢米更藉由「天皇米」的說法，作為抵抗土地開

發的論述，而獲取全國性的稻米品質競賽獎項，也為「天皇米」增添新時代

的榮耀，無論是政府扶持或個人的推動，今天的「天皇米」呈現出臺灣稻米

產業的另一種樣貌，與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相比，可謂各有千秋。不過若以

歷史的角度來看，「天皇米」所建構的論述多已脫離史實，缺乏嚴謹的考

究，雖然歷史的真相並非再現的目的，但完整的「天皇米」歷史背景，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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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文化產業基礎的建構。 

對「天皇米」的栽種者或當地居民來說，日治時期獲選為「天皇御用

米」，意味著當地稻米品質傑出，如同獲得最高品質認證般的驕傲，在訪談

過程中，也有許多人感念日本人帶來的技術與品種，使今日能種出優質的

「天皇米」。從日本新嘗祭的源起與發展，到日治時期傳入臺灣，發動獻

穀、神饌的栽種，這兩項事物跨越時空後又於今天再現，轉化為其它用途與

價值。本論文的主要目的雖然是了解「天皇米」的歷史真相，然而此間的跳

躍和變化，筆者認為還反映出幾個層面的意義。 

首先，是歷史學研究的意義，透過歷史發掘與考證，將過去所遺留的

歷史與今日連結，發揮歷史學在當代社會的實用價值。本論文所述的「天皇

米」，便是運用日治時期的歷史資源，將地方流傳的「天皇獻穀」說法轉化

為行銷資源的例子，它成為地方凝聚的共識，也是商業市場的品牌，若藉由

歷史研究詳加考察，不僅能補足「天皇米」的論述，也可深化文化產業的內

涵。這說明了「歷史」超越時空、至今仍在不同層面上影響臺灣社會，也是

歷史學運用在學術系統外的案例。歷史學能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碰到的問題，

也能在今天的社會發揮實用價值。 

不過，這種情況也引發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們要如何看待過去的歷

史，給予正確的定位。以本論文研究的對象來說，雖然現在「天皇米」是在

地民眾的驕傲，然而在日治時期，新嘗祭屬於國家祭日，目的是強化國民對

天皇的崇拜，祭典所推行的新穀獻納，更有國家統合的政治意涵，而米作改

良政策，也與殖民統治的經濟榨取有關，這樣的前提之下，「獻穀」和「神

饌」是殖民地教化事務的一環，目的是要培養臺灣人「敬神崇皇」的精神，

為國家效勞，到了戰爭時期，不僅實施米穀統制，也再次利用新嘗祭和新穀

獻納來遂行殖民母國的需求。相隔數十年，「天皇米」再現於臺灣，卻因為

缺乏完整歷史考證，其論述已脫離正確的歷史事實，成為有預設價值和立場

的符號。在離開殖民統治的後殖民情境裡，「天皇米」看不見當初殖民者教

化的意圖，反而要傳達的是高品質和稀有性，然而這是否能代表著臺灣已脫

離殖民母國的文化宰制，發展出自我認知的主體性？這部分或許還要有更多

的研究和細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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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歷史學研究的實用性，以及歷史定位和評價、後殖民討論等

等，筆者認為，這背後牽涉到臺灣人對自身歷史文化認識的不足，以致於無

法全觀性地面對殖民歷史，凝聚社會共識，也難以妥善地轉化、運用和詮釋

所遺留的歷史資源，我們缺乏足夠而正確的歷史認知和意識，因此難以發展

出文化主體性。在今天，臺灣各地都有發展「文化產業」，或者「文化創意

產業」的呼聲，然而臺灣歷史若沒有獲得普遍的重視和普及，將難以孕育出

具有臺灣認同的主體性文化，缺乏完整的歷史研究，也無法建構出正確而豐

富的產業內涵。不過歷史文化之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在學校教育以外，也需

要向社會大眾普及歷史知識，讓公眾領域能在正確的歷史基礎上，針對我們

共有的歷史進一步討論、彼此對話，凝聚出共同的論述，成為這時代的集體

記憶。這點反映出公共歷史學的重要性，也就是將歷史學與「公共

（Public）」作連結，發揮歷史學在當代社會的功能。從本論文對「天皇

米」發展過程的爬梳來看，凸顯了這個層面的意義，歷史學不僅是「過去和

現在永無止境的對話」，也可以將「過去」發揮「現在」的價值，而建立具

有自我意識的臺灣主體性，臺灣歷史的普及和研究也將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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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獻穀田畑一覽表 

年度 州廳 獻穀田地點 面積 獻納正副總代表 身分、經歷 住所 奉仕人 備註 

1922 臺北州 

七星郡士林庄石角員山
仔腳（芝山岩旁）  

 

300 

吳順  
士林庄員山仔腳 56 番
地 

吳赤牛等共 8

人 
 

簡春塘 
副甲長，協助政
府建設 

士林庄員山仔腳 44 番
地 

文山郡深坑庄木柵 43、
44 番地（木柵公學校
前） 

 

90 

張德明 

地方仕紳、區
長、庄長、州協
議會員等，農業
改良有功 

深坑庄木柵 

深坑庄陂內坑抱子腳  

深坑庄木柵張
龍朱、深坑庄
番子公館張世
傅、深坑庄港
墘陳興詩  

 

陳海   

1923 新竹州 

新竹郡新埔庄犁頭山土
地公埔 

 

478 

 

羅獻玉  
關西庄上南片南片
176 番地 

  

范澄勝  新埔庄田新 326 番地 

竹南郡蕃地バアガサン
社（今苗栗南庄鄉蓬萊
村） 

147 日加伊乃阿拐  
頭目日阿拐之長
子 

竹南郡蕃地バアガサ
ン社大湳 

 
在原地建立
神社 

1924 臺中州 
豐原郡豐原街上湳坑
132 蕃地 

383 張德察  
豐原街上湳坑 131 番
地 

游龍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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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俊 

仕紳、保正、協
議會員、農會理
事等 

豐原街下湳坑  

能高郡蕃地バーラン社
（霧社公學校的忠魂碑
前，今南投仁愛鄉巴蘭
部落） 

600 タダオワリス   
能高郡蕃地バーラン
社 

  

1925 臺南州 

新豐郡歸仁庄八甲  

 
394 楊丁旺 

保正、王爺廟主
事 

歸仁庄媽祖廟 1951 番
地 

  

嘉義郡蕃地達邦社  49 ベヨンシウオンク  頭目 嘉義郡蕃地達邦社    

1926 高雄州 

屏東郡九塊庄東寧 206

番地 
144  

龔天降 

仕紳、庄長、州
協議會員、農會
州稅調查員等  

屏東郡九塊庄后庄
338 番地 

  

陳總鎮 保正、庄助役  
屏東郡九塊庄后庄
370 番地 

潮州郡蕃地ライ社  

（農業指導所旁）  

（今屏東來義鄉來義
村） 

90 

ルバーニヤウワル
サガル 

頭目 

潮州郡蕃地ライ社  
該地作為聖
地祭祀 

サウスウデベ  副頭目 

1927 臺東廳 

卑南區知本社（神社預
定地） 

1,579 
タンボイ 知本社頭目 

卑南區知本社   
在原地建立
神社 タノバク 青年會班長 

卑南區卑南 2,070 

タララウ 卑南區長 

卑南區卑南   

ラワイ 馬蘭社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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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大
嘗
祭） 

花蓮港
廳 

吉野區吉野村 950、
951 番地（原移民指導
所農場，改為花蓮廳農
會農場） 

2,250 

先山儀三郎  

吉野區吉野村 54 番戶 

中桓彌惣次、  

泉久男、梅津
三郎、谷田清
加、黑木貞
次、臺木進  

 
高塚芳太郎  

平野區荳蘭 1402-1456

番地（原部落祭典場
地） 

3,429 
坪井作太郎（蕃
人） 

 平野區荳蘭 57 番戶  
持續種粟供
應部落祭典 

1929 臺北州 

宜蘭郡員山庄外員山員
山 182 番地（宜蘭神社
前） 

720 朱再枝 
庄長、員山信用
組合長 

員山庄吧荖爵 59 番地   

蘇澳郡蘇澳庄大南澳浪
速（浪速移民組合試作
地、大南澳公學校旁）  

362 戴雲輝 
原為新竹廳大湖
口區甲長 

蘇澳庄大南澳浪速
180 番地 

 
在原地建立
神社 

1930 新竹州 

桃園郡桃園街中路 110

番地 
565 

黃金發 
仕紳、保正、區
長 

桃園街埔子 224 番地 
簡波、簡秀
江、簡玉溪、
黃恭房、黃恭
木、楊清標、
楊石嚴、黃恭
杞 

田地作為模
範田 

簡長春 

街助役、昭和日
新會長、青年團
長、水產會代議
員等 

桃園街長美 201 番地 

竹東郡蕃地シバジイ社
（今新竹五峰鄉十八兒
部落） 

338 

ユーバイバアイ  頭目 シバジイ社 10 番戶 
ハオスオマ
ウ、イバンエ
テ、タイモプ
ユン、マライ
タオス、タイ
モワイサン、
タロノウバイ  

 

ワタンバイシユ   シバジイ社 12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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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臺中州 

大甲郡大甲街頂店 298-

3 番地 
168 

許加  大甲街頂店 298 番地 

  

郭燕檳 篤農家 
大甲街營盤口 121 番
地 

東勢郡蕃地稍來坪  

（今臺中和平鄉南勢部
落） 

170 

ユーミンプヨン   
東勢郡蕃地南勢社警
第 5 號 

  

ニーハオプタ  篤農家 
東勢郡蕃地南勢社警
第 1 號 

1932 臺南州 

虎尾郡西螺街西螺 412

番地 
468 

鍾士  西螺街茄苳 362 番地 

  

鍾腔  西螺街茄苳 362 番地 

嘉義郡竹崎庄畚箕湖石
棹 

120 

ベヨンシモーオ   
嘉義郡蕃地ララウヤ
社 5 番戶 

  

ムキナナバスヤ   
嘉義郡蕃地ララウヤ
社 8 番戶 

1933 高雄州 

鳳山郡鳥松庄崎子腳
100 番地 

192 

黃安心 

公學校教員、畜
產組合副組合
長、州農會相談
役、庄協議會副
議長等 

鳥松庄鳥松 117 番地 

  

黃朝宗 
庄協議會員、保
正、區委員 

鳥松庄鳥松 44 番地 

屏東郡蕃地サンテイモ
ン（今屏東三地門三地
部落） 

148 

ルルアンランバウ  傀儡蕃頭目 
サンテイモン社警第
1 號 

 
在原地建立
神社 

タルザルムテブサ  駐在所警手 
サンテイモン社警第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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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臺東廳 

卑南區呂家 1238-2 番
地 

1,270 
ソワナ  呂家 141 番戶 

  
コントワ  呂家 141 番戶 

里壠區蕃地里壠山  

（今臺東海端鄉崁頂
村） 

670 

タケシタランカイ
シヨル 

 
里壠山 8 蕃戶 

 
アリマンシケ
ン等 4 人 

 

ミンカウナンボア
ク 

 里壠山 9 蕃戶 

1935 
花蓮港
廳 

鳳林區林田村 1724 番
地 

 

2,295 

玉浦重一 
移民村居住民會
長 

林田村南岡 41 蕃戶 

  

田中卯吉  林田村中野 33 蕃戶 

壽區豐田村大平 1257

番地 
2,500 船越與曾吉  豐田村大平 63 蕃戶   

1936 臺北州 

七星郡士林街三角埔
301-1、379 

（農業傳習所用地）  

 

1,060 

潘光楷 

士林庄長、士林
街長、教化聯合
會顧問、州會議
員 

士林街士林 361 番地 

 

  

賴有土 
三角埔共同耕作
組合代表 

士林街三角埔 352 番
地 

蘇澳郡蘇澳庄大南澳南
澳社 

684 

ヤウイトラス   
南澳社クバボ社 1 番
戶 

トーレノーカ
ン（奉耕總
代、農事講習
生） 

 

ユーカンユワル   
南澳社ゴンゴ社 1 番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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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新竹州 

苗栗郡公館庄中小義 67

番地 
898 

林益貞 地方知名堪輿師  
公館庄中小義 65 番地 

 
林隆獻等 8 人  

鍾立旺  
公館庄中小義 148 番
地 

大溪郡蕃地角板山社  322 

ハツカオワタン   
大溪郡蕃地角板山社
15 番戶 

  

タンガワタン   
大溪郡蕃地ラハウ社
17 番戶 

1938 臺中州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34 番地 

360 

陳得龍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33-1 番地 

 

首度安排獻
穀捧持人，
由奉耕人陳
德立、游水
成到日本 

游水成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48 番地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ン
社、ロロナ社  

（今南投信義鄉望美部
落、羅娜部落）  

215 

ビヨンタケシリネ
ヤン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
ン社ロロナ社警第 27

號 ナツトクバラ
ベ （奉耕總
代） 

 

ビシヤロタケルン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
ン社ロロナ社警第 37

號 

1939 臺南州 

虎尾郡二崙庄惠來厝
317 

4,056 

廖三笋  
二崙庄惠來厝 197 番
地 

 

奉耕人梁三
水等為捧持
者 

廖坤桶  
二崙庄惠來厝 207 番
地 

嘉義郡蕃地トフヤ社  

（今嘉義阿里山鄉特富
野部落） 

208 

ベヨンシデブスグ   
嘉義郡蕃地トフヤ社
12 番戶 

  

矢田勇一（蕃人）   
嘉義郡蕃地タツトア
メ社 2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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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高雄州 

東港郡萬丹庄新庄子
603-2 番地 

 

李劣 

庄協議會員、共
同苗代組合長、
農業相談所理
事、社會敎化委
員、振吉農具商
會主等 

萬丹庄新庄子 185 番
地 

 

李劣為獻穀
捧持人 

李水來  
萬丹庄新庄子 185 番
地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チ
ライ社 

（今屏東牡丹鄉石門部
落） 

 

中島仙太郎（蕃
人）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
チライ社 6 番號 

 

中島仙太郎
為獻粟捧持
人 

鈴木薰 

（蕃人）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
チライ社 47 番號 

 

1941 臺東廳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473-

2 番地（新港支廳後）  

 カイガ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9-2

番戶 

 

カイガ為獻
穀捧持人 

 新山三郎（蕃人）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5-2

番戶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ト
ワン社 

（今臺東海端鄉海端
村） 

 
イシバリラブカバ
ス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
トソン 36 番戶 

 

カバス為獻
粟捧持人 

 
イシバララ 

ビハイシヨル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
トソン 34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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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花蓮港
廳 

花蓮郡吉野庄草分
1534 番地（今稻香國
小） 

 

納富長右衛門  精通農事者 
花蓮郡吉野庄吉野
185 番地 納富長右衛門

等 5 名 

納富長右衛
門、植村明
等三名為獻
穀捧持人 

黑幕真次  
花蓮郡吉野庄吉野
368 番地 

 

鳳林郡チアカン（平林
社） 

（今花蓮萬榮鄉西林
村） 

 

上村明（蕃人）   鳳林郡平林社 36 番戶 
ピツサオウミ
ン等 5 人 

 

タツサウワツチエ   
鳳林郡平林社 113 番
戶 

1943 臺北州 

海山郡中和庄外員山
（海山神社旁）  

880 

平野義助 

本籍大阪市，基
隆警察署勤務、
羅東郡五結庄書
記、中和庄長  

海山郡中和庄  
林良成、林義
財等男女 20 名 

奉耕人林良
成、林義財
為獻穀捧持
人 

宮岡吉松    

羅東郡バヌン社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部
落） 

    
山田大作、矢
野啟行等  

山田大作、
矢野啟行為
獻穀捧持人 

1944 新竹州 

新竹州中壢郡中壢街三
座屋 

587 
松村龍男（李水
文） 

公學校訓導、宋
屋信組主事、宋
屋信購販利組合
長 

   

大湖郡タバライ  

（今苗栗縣泰安鄉榮安
部落） 

293 杉山太郎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農事報》、《まこと》、《敬慎》、《臺灣警察時報》、《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臺灣食糧經濟新聞》「臺灣人物誌  (1895~1945)」資料庫：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

統」：http://who.ith.sinica.edu.tw/、「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http://gissrv4.sinica.edu.tw/、「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註：1928 年為踐祚大嘗祭  

http://gissrv4.sinica.edu.tw/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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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生活在臺北，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多元魅力，這裡有最熱鬧的地

方，也有極安靜的角落，擁有流行時尚消費文化，也有生態保育自然山林。

尺度親切，可以用腳踏車穿梭其中，大眾運輸發達，擁有自由的移動選擇。

這裡有不同時代的痕跡留存，也有許多議題在城市裡發酵，繁華與破敗共

存，各種聲響頻率交織。臺北的人很多，彷彿所有人都能在它身上擁有立足

之地，又像所有人都可以是無足輕重的個體。 

  學了臺灣史，深刻感受到這個學科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它能解釋我們遇

到的現象和找出問題的根源。然而，在臺灣的歷史學卻不被社會重視，甚至

連內容都有所偏誤。歷史學的普及與推廣是重要的工作，除了民間與學界的

努力，更需要政府政策配合。期許未來臺灣人都能學習屬於我們的歷史，也

更能理解並真切地熱愛這塊土地。 

還記得表妹曾問我，學歷史可以幹嘛，我當時自以為帥氣的回答「可

以擁有穿越時空的能力；可以探索過去，了解我們的現在，而能思考未

來。」歷史教我用不同視野觀察這個世界，透過時間的縱深，事物折射出多

元的樣貌和內涵，現在回想，當時的話彷彿成為我研究的註腳。雖然這段時

間比起一般人長了點，也或許，這個能力我掌握的不盡良好，不過，在穿越

「天皇米」的時空之後，我想這個過程都能成為我生命的養分，也相信我可

以繼續善用這種能力，豐富人生的色彩。 

 

２０１６年初 誌於師大 ‧ 河畔溪州 

 

 

 

 

  



 

摘要 
 

  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

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

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

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

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

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

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 1922 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

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 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

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

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

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

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

沉潛多年，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

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

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

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

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

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

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

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

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

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

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 

 

關鍵字：米、新嘗祭、殖民統治、社會教化、農業、文化產業、再現 

 



 

Abstract 
 

  Some of Taiwan-produced rice brands claim that they had been offered 

as a tributary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or even used as the daily stapl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ich have been taken as the promotion of 

brand sal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Emperor’s ri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xact execution of “New 

Grain Dedication” (新穀獻納)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rocess in modern times.  

 Taiwan’s New Grain Dedi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originated from Japan’s Niinamesai (新嘗祭), which means the New 

Autumn Harvest Celebration. In Japan, the Niinamesai ceremony is hosted 

by the Japanese Emperor in the royal palace, representing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wer he ha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has implemented 

State Shinto (國家神道, refers to the use of Shinto traditions and beliefs to 

support 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Niinamesai has become one the national 

holidays and festivals to unite the national citizens since then. Meanwhile, 

the nationwide New Grain Dedication has also launched to dedicate the 

grains harvested around the country to the royal palace. After taking over the 

dominion of Taiwa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started to 

implement Niinamesai. Nevertheless, the plantation of “dedicated grains” 

had only started from 1922, when the rice plantation had improv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the Extension of Japanese Proper and reward 

farming. In the late 1930s, as the war had become more treacherou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also restricted its food control and social education 

work over Taiwan. In addition to grain dedication,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plantation of Shinsen (神饌), the food and alcohol offering to the go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Grain Thanksgiving Festival both attempted to 

expand the worship of gods and ancestors and further encouraged rice 

production. Ultimately, the government even arranged Taiwan’s people to 

demonstrate their dedication in Japan, max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Grain Dedication to its peak.  

 The new grain dedication activity had come to its end along with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This histor ical fact had been buried 

for a long time and finally has been brought up for the representation after 

the weakening of the KMT’s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he boom of 

local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Emperor”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brand.”  In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t can be found that today’s 

representation Emperor’s rice is no longer to be the authentic grains that 

were dedicated to gods as in the history. Emperor’s rice has become an 

object used for brand marke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even a 

statement against land expropriation. Even so, the history can still prove the 

orthodoxy of Emperor’s rice, strengthening the product connotation and 

serving as the key to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o rice, 

such “Emperor” brands can also be seen in other industries. Different 

“leader brands” generate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of domina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market effectiveness.  

 From the New Grain Dedication and Shinsen with colonial educ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so-called Emperor’s rice 

brands nowadays, this study not only serves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ety, but its process also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provokes thoughts on how to 

face the past colonial rule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Keyword：rice、Japan’s Niinamesai、colonial rule、social education、

agriculture、cultural industries、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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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因參與西螺鎮公所的「新修西螺鎮志」編纂計畫，而有機會到雲林

西螺地區研究考察。西螺的物產豐富，稻米、蔬菜、醬油遠近馳名，尤其稻

米更是西部好米的代表之一。在和鎮長蕭澤梧先生初次會晤時，他熱情地拿

了一盒包裝米給我們，並說「以前西螺種的米，是獻給天皇吃的喔！叫做

「獻納米。」後來，鎮志編纂計畫的總主持人，也是我的指導教授張素玢老

師，在莿桐孩沙里社區接觸到另一個「將米獻給天皇」的「神饌米」，他們

不僅清楚能說出赴日本獻米者的姓名，其後代還保存當時受贈的「紀念胸

章」，因此他們認為孩沙里產的米，才是真正「獻給天皇吃的米」。這讓筆者

開始感到好奇，這些事情的真實性為何？日治時期臺灣真的有獻米給天皇吃

嗎？ 為了釐清西螺米「獻給天皇」的說法，我們到農會、到地政事務所詢

問，也訪談耆老、挨家挨戶打聽，另一方面，著手搜尋日治時期的相關資

料。這時也發現，全臺灣不少地方都流傳這種說法，並以此為當地米作宣

傳，更令我感到懷疑，臺灣真的有這麼多「獻給天皇的米」嗎？便興起我一

探究竟的念頭。 

  臺灣以稻米為主要糧食，各種品種、品牌、產地的包裝米琳瑯滿目，以

「日治時期進貢天皇食用」的說法作為文宣，似乎能傳達某種商品想像，在

眾多品牌中獨樹一格；也有地方社區便以「天皇食用的米」作為特色，標舉

「天皇米的故鄉」，不僅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認同核心，凝聚當地居民，並

吸引觀光客前來旅遊，推銷當地生產的稻米。賦予物品故事性，增添其附加

價值，是常用的行銷手法，原本在日治時期是天皇才能吃到的貢品，如今成

為一般大眾都能享用的美饌，或許令人興起購買品嘗的欲望。 

  基於上述種種，本文將市面上所販售的米，凡有「曾獻給天皇品嘗」或

類似說法者，皆統稱為「天皇米」，提出以下幾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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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皇米」的源起，探究這種說法的歷史真相，相關事務如何生成？ 

二、日治時期「天皇米」在臺灣施行的背景，運作情形以及發展過程。 

三、各地區再現「天皇米」的背景？如何藉由這樣的歷史塑造品牌形象？ 

也就是說，本文希望能夠釐清「天皇米」說法之歷史「實像」，也就是臺灣

是否曾獻米給天皇品嘗，又是怎麼運作？獻米給天皇代表什麼意義？為何許

多地方都流傳這種說法？另一方面，如此「光榮」的經驗，在什麼因素的推

動下，人們重新召喚天皇於稻米上再現？今天的「天皇米」又是呈現什麼面

貌？這些都是本文欲釐清的問題。 

       林崇熙在〈文化產業與文化商業化的辯證〉一文提出文化產業有五項特

質，其中「文化產業具有來自文化論述的後設建構性」，也就是透過歷史故

事、文化符號和文化論述，能將產業改造為文化產業，然而只重視資本利益

的產業行銷，脫離產業文化的脈絡，是今天文化產業所面臨的問題。筆者認

為，文化產業不能忽略真實歷史的背景，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的演變，若能透

過歷史學的研究詳細爬梳其歷史真相，並了解「天皇」如何在現代的米重

現，將有助於釐清完整的「天皇米」面貌，而同樣的研究模式，也能發掘其

它文化資產在當代的意義；另一方面，這樣的過程也能進一步引發我們重新

思考「殖民」對臺灣的影響，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觀。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本文所探討的「獻米給天皇」活動，在日治時期與日本國家祭典「新

嘗祭」有直接關係，現有研究中，唯一探討新嘗祭獻穀的專論，為周俊宇的

〈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該文即考

察臺灣「新嘗祭」的發展和新穀獻納事務的過程，祭典作為祝祭日的一環，

具有國民統合的目的，到了戰爭時期更演變成食糧增產的目的。這篇文章所

提出的觀點，提供筆者研究很好的參考視角，不過作者探討的重點在於祭典

的演變，因此穀物獻納的分析有限，也缺乏神饌的討論。1而臺灣日治時期

                                                      
1 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日本臺湾学会

報》（16，2014），頁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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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祭日的研究，還有岩口敬子的〈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

節日與儀式之研究〉，2論文開宗明義的指出祝祭日是國民統合的手段，臺灣

總督府透過節日和儀式的施行，讓民眾對國家認同明確化，當中雖然提及新

嘗祭及獻穀事務，不過文章主要以天長節及始政紀念日這兩個性質相異的例

子做說明。從這兩篇研究，可以確認臺灣的新嘗祭和新穀獻納是在「國民統

合」的框架中進行，然而新穀獻納的實行細節和規模，是筆者探討的重點，

這也影響今日「天皇米」之說的生成。 

新嘗祭源自日本古代稻米的收穫儀式，發展過程和牽涉層面與天皇權

力制度、日本宗教息息相關，在日本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原田信男的

《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闡述稻米如何成為日本飲食文化

的基礎，以及在天皇與日本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3岩波書店的《天皇と王

権を考える》系列，從生產、宗教、儀禮、藝術文化、性別、日常生活及人

類社會的象徵為切入點探討天皇，有全面而多角度的完整分析；4另外像高

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

也有許多皇室文化習俗和儀式的討論，特別是新嘗祭、大嘗祭的發展始末。

5新嘗祭典部分，1951 年成立的「新嘗研究會（にひなめ研究会）」，以新穀

獻納祭典研究為主題，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新嘗の研究》出版，至今已有

5 冊，內容除了日本新嘗的考察外，也有世界各地稻作儀禮、信仰的研究，

將新嘗祭置於世界文化的脈絡下，提供比較觀點的視角，6其它書籍如《大

嘗祭の世界》、7《天皇制の原像》等8。臺灣所做的研究部分，有楊永良的

《日本古代王権の祭祀と儀式》、陳忠宗〈律令国家における大嘗祭の研

究〉9、以及葉漢鰲〈日本の穀霊信仰と中国の古文化〉 10等，考察新嘗祭

                                                      
2 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書局，2011）。 
4 網野善彦等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全 10 巻〉》，（東京：岩波書店，2003）。  
5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東京：

校倉書房，1997）。 
6 にひなめ研究会編，《新嘗の研究 1 東アジアの農耕儀礼》（東京：創元杜，1953）；《新

嘗の研究 2 稲と祭儀》（東京：協同出版，1967）；《新嘗の研究 3 稲作と信仰》（東京：

協同出版，1988）；《新嘗の研究 4 稲作文化と祭祀》（東京：第一書房，1999）；《新嘗

の研究 5 稲の文化》（東京：第一書房，2003）。 
7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30。 
8 古橋信孝編，《天皇制の原像》（東京：至文堂，1989），頁 182。 
9  楊永良，〈律令国家における大嘗祭の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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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皇室儀典的演變，或者與中國古文化比較等。以上的研究都讓筆者能

夠釐清天皇制度與新穀收穫祭儀，也顯示兩者的緊密關係。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帶來國家宗教「國家神道」，新嘗祭、大嘗祭、神

嘗祭這三項「新穀收穫祭典」，也隨著國家神道開始推動。國家神道以國民

精神涵養為目的，也就是所謂的「教化政策」，目前關於「教化」或者「皇

民化」的研究相當多，日治宗教同化的研究，以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

湾の宗教政策》為首，完整爬梳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的發展，特別是進入

戰爭時期後推行一連串教化政策，強化國家神道的力度。11若從戰時「總力

戰」動員的角度，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殖民地臺灣的崩潰（上）》，

研究日治後期戰時體制對臺灣的全面動員，為了要確保臺灣人力的使用，改

變「人心」的教化工作於是展開。12本文所研究的新穀獻納乃伴隨著教化政

策同步運作，尤其 1920 年代開始的「同化」方針，更直接推動「天皇獻

穀」的展開，而戰時體制也激化獻納活動的內容，因此在精神教化政策方

面，本文以這兩本研究作為背景視野。 

  而同樣是天皇與教化的討論，井野川伸一的〈日本天皇制與臺灣「皇民

化」〉分析天皇體系的內涵，以及皇民化如何在臺灣延伸天皇的意志，卻又

呈顯出矛盾；13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14分析日治時期皇

族來臺視察的活動，論述皇族與人民的接觸、人民對日本皇族的觀感等，而

這樣的歷史經驗，產生跨越時空的影響，時至今日臺灣各地的觀光景點仍會

出現「日本皇族到此一遊」的宣傳，甚至有穿鑿附會的「太子現象」，同樣

是日治的歷史經驗於今日產生影響的事例，這篇論文對於本文所要討論的

「天皇米」具有對照的參考價值。 

新嘗祭作為稻米收穫祭典的農業本質，也受到殖民政府米穀政策影

                                                                                                                                                        
10 葉漢鰲，〈日本の穀霊信仰と中国の古文化〉，《大葉應用日語學報》5（2011），頁 31-6

7。 
1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12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4）。  
13 井野川伸一，〈日本天皇制與臺灣「皇民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0）。 
1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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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為配合殖民母國需求，總督府進行稻作改良，提升臺灣米的質與量，也

掌控臺灣米的生產和流通，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這部份有李力庸所著的《日

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15以及《米穀流通與臺灣社

會（1895－1945）》，16而蔡承豪的〈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

則是將重點放在技術層面，尤其日治時期開始進入集約技術改造時期，稻作

技術有重大改變。17臺灣米在改良後不僅具有日本市場價值，也有資格作為

「天皇獻穀」，到了戰爭時期也配合糧食增產，在新穀獻納時大力提倡農事

的重要性。 

  在文化產業與行銷上，張慧娟的〈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

造〉為研究產業生成，以及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與轉型。作者以日治時期

官方推行的菊花文化，做為田尾花卉產業發展的濫觴，而臺灣逐漸養成的花

卉文化，讓田尾花卉產業得以延續至戰後，並在經濟型態改變的情況下，重

新調整花卉產業的內涵。 18另外，〈三塊厝鹹菜桶-地方特色產業文化之研

究〉 一文，作者劉明俊透過長期的田調觀察大埤鄉酸菜產業的製作，以及

居民推動文化產業的過程，而他們又如何自我詮釋。19「天皇米」出現的背

景跟稻米產業有關，也在推動社區營造時被視為凝聚社區居民的象徵，因此

同樣可以看出居民主動性的產業再造。「天皇米」被當作一個故事，用在社

區營造和米的品牌宣傳，以「故事」包裝產品，是行銷的重要方式之一，黃

意如的研究〈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

茶糧為例〉20即以三個文創農產品為個案，分析其所建構的品牌故事之要

素，可以看見農產品若注入故事，描述生產過程的人物、產地的風土民情

等，能增加產品獨特性，而透過「符號」的塑造，則可以讓消費者作為體現

其生活風格的行為。 

                                                      
15 李力庸，《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1895－1945）》（臺北：稻鄉，2009）。 
16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  
17 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9）， 
18 張慧娟，〈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造〉（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  
19  劉明俊，〈三塊厝鹹菜桶-地方特色產業文化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

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2）。 
20 黃意如，〈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茶糧為例〉（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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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 

  本論文所討論的「天皇米」，是指在臺灣種植、生產，以日治時期「獻

給天皇」、「受天皇指定」或同類型說法作為宣傳而販售的稻米。就本論文探

討議題的時間觀之，自日治時期「天皇獻米」的生成，跳躍到近年的再現現

象，因此研究方法除了文獻蒐集與分析外，也到天皇米產地田野調查，訪談

相關人事單位，來了解日治時期「新穀獻納」活動，和品牌塑造的過程，蒐

集今日「天皇米」的資料。 

  在日治時期的資料部分，由於報紙雜誌對於「新穀獻納」的報導，經常

有名詞混用的情形，奉獻給神的新穀，往往都稱為「獻穀」；而廣義上，凡

是祭典中獻給神的食物，都屬於「神饌」，本文為了明確區別，將獻給皇

宮、於天皇主持的新嘗祭使用的米，稱為「獻穀」，獻給神社所舉行的新嘗

祭的米稱為「神饌」，包含兩者及所衍生的相關事務則統稱為「新穀獻納」。 

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史料上以《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和

《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最詳細，前者為制式化的記錄各次獻穀地點和人事、

舉行祭儀的時間等，後者則生動的報導獻穀栽種過程，以及神饌米種植的新

聞，其次是介紹臺灣教化事業的《まこと》、宗教性的雜誌《敬慎》、農業機

關刊物《臺灣農會報》等，而其它政府機關的出版品、神社相關的書籍等，

也有祭典或是新穀獻納的說明。 

  近年來的天皇米再現，主要透過相關人物的口述訪談、田野調查，了解

其召喚「天皇」的背景和過程，也在當地蒐集資料，並查詢報紙、雜誌的報

導，了解這些案例如何將天皇米用於社區營造、品牌行銷甚至是成為抵抗政

府土地徵收的論述。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文章論述的主軸為「天皇米」在日治時期的歷史實像，也就是「新穀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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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的米穀；以及今日各地所再現的「現象」，即為近十數年來陸續再現的

「天皇米」，論述時間上從日治跨越到近年仍方興未艾的「天皇米」現象。  

  本論文分為五章，題目訂為『「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除第一章

緒論及第五章結論，概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日本天皇與新穀收穫祭 

   第一節 天皇與稻米祭祀文化 

   第二節 近代天皇制下的新嘗祭、大嘗祭與神嘗祭 

   第三節 祭典與新穀獻納的實行 

首先說明稻米在古代日本的意義，其收穫祭典如何與天皇和國家制度結合，

成為國家的象徵活動，發展到近代，在明治維新的推動下，編入「國家神

道」中，以國家祝祭日的形態出現。接著釐清新穀收穫祭典的內容，米在祭

典中的意義，以及日本國內的新穀獻納活動如何展開。 

  第三章 臺灣「米」的獻納 

   第一節 稻米的精緻化與神聖化  

   第二節 獻給「天皇」的穀─宮中獻穀 

   第三節 戰時體制下的新穀獻納 

 

考察臺灣在日治時期如何進行「米」的獻納，其中分成獻給皇宮的宮中獻

穀，以及奉獻給神社的神饌。雖然獻納活動在初期沒有積極推動，但臺灣米

的體質卻逐漸轉變，而能使用在神社祭典中。進入戰時體制後，新嘗祭、新

穀獻納事務也進入全島運作的高峰。 

  第四章  「天皇米」的再現  

   第一節 「天皇」符號的背景 

   第二節 「天皇米」品牌塑造 

   第三節 土地徵收的抵抗─新竹「天皇貢米」  

   第四節 天皇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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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天皇」符號出現的過程，接著便列舉今日「天皇米」的案例，透過相

關訪談分析其品牌出現的過程與背景，分析這種「再現」的原因，而這些標

榜「獻給天皇吃的米」之論述，又與日治時期的記載有何差異，重新定義

「天皇米」在今天的角色。 

   第五章 結論 

第五節 後續的研究議題 

筆者將討論的核心放在臺灣的「天皇米」，嘗試釐清其橫跨日治時期與

今天的發展，然而本論文涉及許多層面和議題，可作為後續深入研究探討的

對象。例如「新穀獻納」的範圍其實涵蓋整個日本帝國，除了日本，其殖民

地、佔領地都曾從進行新穀獻納，包含朝鮮、庫頁島、臺灣以及南洋地區，

戰時甚至提出「大東亞奉獻圈」的概念，因此，若要釐清新穀獻納的全貌，

仍有待未來持續研究，同時也可與其它地區相互比較，進一步了解該地進行

穀物獻納的情形，戰後又如何處理這段歷史。 

另外，「天皇」不僅出現在臺灣的稻米，其它農產品如香蕉、紅茶、咖

啡也有類似的天皇之說，因此，可針對這些例子加以考察、釐清，探究其歷

史的真相；同時，在古蹟建築、觀光景點亦出現日本天皇或皇族的「蹤

跡」，這樣的「天皇現象」也值得深入探討，了解臺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後，

這些天皇符號的出現在後殖民情境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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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天皇與新穀收穫祭 

在本文的討論中，市面上、農會或是社區產地所宣稱的「天皇米」，與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宮中獻穀」，以及獻給神社的「神饌米」有直接關係，

而這些都是為了日本新穀收穫祭中的「新嘗祭」所使用。本文為了釐清「新

穀收穫祭」的內涵，即從稻米和日本天皇的連結開始論述，爬梳在天皇制度

發展下，稻米如何成為祭典的主角，演變為每年天皇必須親自舉行，甚至是

即位時的重要儀式，而到了近代國家神道推行之時，新穀收穫祭被賦予國家

統合的意義，以此為軸進行「新穀獻納」事務。 

第一節 天皇與稻米祭祀文化 

  日本在地理上位處季風亞洲農業區，據研究，其稻作技術是從中國長江

中下游經朝鮮半島傳入，於西元前 5 世紀的彌生時代在日本形成水稻農耕社

會。彌生時代的人除了採集漁獵，主要以水稻種植為生，在低濕地開墾水

田，居住於周圍的丘陵，此種文化類型被稱作「彌生文化」。1彌生文化從九

州起源，隨後往本州擴散，逐漸發展出以米食為中心的飲食文化，稻米遂成

為重要作物。原始農耕社會中，稻米豐收與否是部落存續的關鍵，然而自然

災害往往影響作物收成，在泛靈信仰的觀念下，向自然神靈、祖靈祈求豐收

的儀式成為各部落主要的宗教活動，這樣的祭典被稱為「新嘗祭」，儀式由

女性巫師主持，男性在祭典當夜禁止碰觸不潔之物，是民間普遍流行的歲末

收穫祭典， 2而這樣以農耕祭儀為基礎的民族宗教，也產生「穀靈」、「稻

魂」的祭祀信仰。3 

                                                      
1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書局，2011），頁 32-3

3。 
2 「新嘗」一詞推測是假借自中國的典籍，在日本，最早的民間記錄出現在《萬葉集》，該

書編集於西元 7-8 世紀，收錄自天皇到庶民所創作的和歌，其中有數則提到「新嘗の

祭」，從內容透露的訊息來看，此祭典已行之有年，且為民間流行的習俗。古橋信孝編，

《天皇制の原像》（東京：至文堂，1989），頁 182。 
3 祭祀保佑穀物豐收的神靈，如日本各地都能見到的稻荷神。同樣的祭祀型態也出現在朝

鮮以及東南亞地區，雖然祭祀以穀靈為主，但多數將自然神靈、天地神祇，以及祖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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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地的傳統部落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逐漸朝中央集權的國家型

態邁進，天皇制即在這樣的背景出現。古代日本小國林立，四處都有地方領

袖，彼此有衝突，也有合作關係，久而久之出現跨地域聯盟，再透過推舉或

戰爭產生新的政治首長，逐漸形成凝聚各國的統一力量，其中在大和、河內

地區（今之奈良縣、大阪府東南部）的豪族領袖較為強大，約在 4 世紀以後

整合鄰近地區的分據勢力，產生較穩定的「大和政權」，其統治者被稱為

「大王」，他敬拜天神，並宣稱自己是天神的後代。46 世紀左右，大和政權

統一大部分的本州和九州地區，聲勢達到高峰。 

西元 592 年日本進入飛鳥時代，文化藝術開始蓬勃發展，大化 2 年

（646）朝廷推動大化革新，廢除豪族專政的舊制；到了文武天皇時期，以

中國唐朝的典章制度為藍本編纂法典，於大寶 2 年（702）頒布《大寶法

典》，成為中央集權的律令國家，「大王」的稱謂也改為「天皇」。「天皇」一

詞在中國道教信仰中，是天帝或北極星神格化後的名稱，大王為了強調其宗

教權威，並和中國政權的「皇帝」抗衡，因此以該詞彙做為稱號。5 7 世紀

初，在聖德太子的帶領下，宮廷的人開始學習使用漢文，並製作文學，也有

人將自古流傳的民間故事以文字記錄；天武天皇繼位後，展開編纂皇室歷史

的工作，除了命文人撰寫，也有皇族親自領銜，而完成的兩本史書為《古事

記》和《日本書紀》。6 

《古事記》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歷史書籍，完成於和銅 5 年（712），由

於體例上並非奉天皇的敕令編纂，因此不被認為是正史；至於《日本書紀》

則被認為是最古老的正史，內容參考過去的史書、政府文書、各氏族紀錄及

個人日記等，於養老 4 年（720）完成著作，並與《古事記》合稱「記

紀」。7雖然兩書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從天神時代開始記載，包含神與神之間

的愛恨情仇，同時出現了日本國的起源、大和政權和天皇系譜等等的歷史紀

錄。即使內容充滿神話色彩，但在當時都被視為皇室或貴族曾發生的真實

                                                                                                                                                        
也都合併在祭祀的對象中。安丸良夫等著，《天皇制―歴史・王権・大嘗祭》（東京：河

出書房，1990），頁 253。 
4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臺北：致良，2008），頁 33。 
5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頁 93。 
6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臺北：商周，2007），頁 16。 
7 北山篤，《圖解日本神話》（臺北：奇幻基地，2014）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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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8而皇室的目的即在透過歷史的編纂，加強天皇支配的統治基礎。

關於天皇統治的權力，據《日本書紀》的描述，是來自天照大神的神敕：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爾皇孫就而治

焉。行矣，寶怍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9 

根據書中的記載，大和政權乃由天照大神的後裔神武天皇建立，天皇既為神

的後代，治理國家也是神的旨意，皇室甚至不惜近親婚姻，以維持「萬世一

系」的純正血統。另一方面，正如本節開頭所述，水稻種植是古代日本人主

要的生產活動，稻米作為國民主食，是國家的民生基礎，而關於稻米的起

源，《日本書紀》是這樣說的： 

月夜見尊奉天照大神的命令去見保食神，保食神為了設宴，吐出

米飯、游魚、走獸來款待，月夜見尊認為口吐食物相當汙穢，覺

得自己受到侮辱，便殺死保食神。保食神死後屍體頭部生出牛

馬，額生粟、眉生蠶、眼生稗、腹生稻、陰部生出大豆和小豆。

後來這些東西被帶到天照大神前，他相當高興，把這些當作青人

草的食物，並將粟稗麥豆類歸為旱田種子，稻子則是水田種子，

天照大神將稻米種在高天原的天狹田和長田，秋天時得到豐收。10 

這些稻子最初種在神界，後來輾轉傳到人間： 

天照大神的孫子「瓊瓊杵尊」降臨人間之時，天照大神將高天原

的稻穗取下交給他，並說「我這些種在高天原齋庭的稻穗，就賜

給我的子孫們。」11 

  天照大神是太陽女神，而其孫「瓊瓊杵尊」名字的意涵為「稻穗豐美的

                                                      
8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頁 8。 
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東京：冨山房，1938），頁 287。 
10 世界各地都有這類從屍體中生出食物的「屍體化生型」傳說，被稱作「椰子女孩型（Ha

inuwele）神話」，為德國民族學者 Adolf E.Jenson 研究印尼神話時所提出。原田信男，

《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39-40。 
11 除了稻穗外，《古事記》還提到天照大神賜予了神鏡、神璽（勾玉）、寶劍三種神器到人

間，這三種神器被認為是皇權的象徵，在皇室代代相傳，不過宮中的神鏡及寶劍都是分

靈（複製品）而非本體，神鏡本體供奉於伊勢神宮、寶劍則奉祀於名古屋的熱田神宮。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5-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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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具有保佑穀物豐收的穀靈性格，降臨之時以「真床追衾」的孩童姿

態出現，代表在人間重生。 12從上兩則神話來看，稻米不僅是神傳授的糧

食，也代表了神本身，而且是由神的孫子瓊瓊杵尊，也就是天皇的祖先帶到

人間，顯示稻米與其他糧食作物不同的地位。從太陽神到穀靈，以及傳承到

人間的稻穗，在古代日本社會強烈的宗教氛圍下，這種一脈相承的神性就凝

聚在稻米上，也將天皇塑造為天神後代，強化天皇統治的合理性，也就是必

須實現神敕所說的「豐葦原的瑞穗國」這項神聖使命；另一方面，稻米與神

的傳承連結，成為神聖的作物，並與天皇構成具有因果關係的系譜。 

  然而，天皇的統治權力在 6 世紀過後逐漸轉移，國家大權被大臣掌握，

甚至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外戚擔任大臣。即便天皇在政治上淡出舞臺，具有

「現人神」13身分的天皇，仍有宗教祭祀上的影響力。此乃源自於早期部落

時代，部落領袖往往具有巫師身分，身兼祭祀活動的祭主，14再加上受傳入

的佛、道教文化影響，天皇祭祀神祇的角色被強化，這種宗教功能便延續在

天皇身上。15對人民來說，天皇仍是國家的領導者，也具備與天地神祇溝通

的能力，不僅是精神象徵，也能透過儀式祭祀神靈，確保國家無災無害、國

泰民安。為了鞏固宗教的權威性，在大寶 2 年（702）頒布的《大寶法典》

中，祭祀被列為皇室舉行的國定活動，自古在民間流傳的新穀收穫祭，也首

度透過律令被納入國家體制，其中「新嘗祭」訂於每年年末舉行；「大嘗

祭」則是天皇在即位時首度舉行的嘗祭，16「神嘗祭」則特指伊勢神宮的收

穫祭。 

  在大嘗與新嘗祭中，天皇與神靈共席，一起品嚐該年收穫新穀製成的食

物，成為天皇、神與稻米一體化的重要象徵，唯有天皇有權舉行儀式，而通

                                                      
12「真」為敬稱，「床」和「衾」是舖床和棉被，「追」是包覆的意思，也就是瓊瓊武尊以

寢具（襁褓）包裹的形式降臨人間，為日本神話中的「天孫降臨」。包覆的寢具象徵卵

殼，也有一說是稻殼，從真床追衾走出的瓊武尊，則具有重獲新生的意涵。網野善彦等

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世界とフォークロア》，（東京：岩波書店，2

003），頁 256。 
13 又稱「現神」，即以人類的外型所出現的神。  
14 楊永良，《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頁 94 
15  佛、道教傳入日本後在民間廣為流行，教義思想逐漸普及到日本社會，其信仰中的儀

典、祭祀活動受到人民重視，而主持祭祀儀式的天皇也因此被強化。村上重良，《皇室

辞典》（東京：東京堂，1980），頁 vii。 
16 最初「大嘗」與「新嘗」混合使用，在天武天皇即位（673 年）後才做出明確區隔，以

天皇每年固定舉行的嘗祭稱為「新嘗」，而剛即位的新天皇，首次舉行的嘗祭另稱「大

嘗」。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東京：學生社，198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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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儀式的天皇也得到神靈、國民的認可，另一層意義便是藉由食用席上的米

飯，服下神靈灌注的神力而重獲新生。因此皇宮的嘗祭除了有感謝是年收

穫、祈求來年豐收的意義，更具有藉由儀式讓稻靈在天皇肉身上體現，進而

滋養生命力量的象徵意涵。17 

第二節 近代天皇制下的新嘗祭、大嘗祭與神嘗祭 

  繼承天照大神系譜的天皇，透過登基時的「大嘗祭」，以及每年舉行的

「新嘗祭」與神相互交流，藉由宗教儀式穩固統治基盤，新嘗祭典成為皇室

祭祀的核心。然而在宗教以外的政治現實中，王權並非永固不移，元曆 2 年

（1185）源平合戰後，各地的武士集團權力躍升，治理國家的實權轉移到

幕府將軍手上，進入幕府時期。相較於外戚掌權時的和平共處，此時的天皇

權力降到低點，不僅天皇的祭祀機能停止，皇室新嘗祭遭到廢弛，天皇即位

舉行的大嘗祭也不盡確實。18 

  德川家康在慶長 8 年（1603）被封為征夷大將軍，成立江戶幕府，他

藉由推崇天皇權威使統治正當化，也提供經費讓天皇舉行新嘗及大嘗祭，然

而天皇只是傀儡，就連天皇僅剩的作曆、改元和敘位敘任工作，19背後仍由

幕府控制，天皇只是行使同意權。但在當時，社會一直有「尊王」的聲浪，

民眾也始終保持對天皇的崇敬。江戶幕府中期以後社會工商業發達，然而農

村凋敝，使得以土地為經濟基礎的武士逐漸失去地位，加上政治腐敗，反抗

勢力逐漸興起，而幕府自寛永 10 年（1633）以來的鎖國政策，也在歐洲各

國陸續進逼日本，競爭亞洲貿易權利的情況下瓦解，更刺激日本國內的政治

變革，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幕府將軍無力主政，「尊王攘夷」聲浪四起。

主張打倒幕府的薩摩藩與長州藩，最後以恢復天皇權力的「王政復古」作為

                                                      
17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30。 
18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viii。 
19 天皇具有制定國家曆法、節日，改制元號（如明治、慶應）以及任命官吏的權利，前兩

者是天皇支配「時間」的表徵。《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世界とフォーク

ロア》，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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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展開倒幕運動，透過談判以及發動戰爭，終讓德川幕府體制瓦解。20 

慶應 3 年（1867）德川慶喜「大政奉還」後，明治天皇推動明治維

新，其政治的基本理念即為與宗教合一的「祭政一致」，意圖恢復如同古代

天皇的權力。在政治改革上，完成廢藩置縣，將原有的 262 藩廢除，改為 3

府 72 縣，到了 1888 年再修改為 1 道 3 府 43 縣，建立中央集權的地方區

劃。1889 年 2 月 11 日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透過訂定憲法明文保護人

民權利，也鞏固天皇大權。憲法中，天皇集政治、軍事、祭祀大權於一身，

「萬世一系」的神聖天皇永遠合法統治日本，其權威性與神聖性進入法制

化。21國法上，天皇為「統治權的主體」，體現絕對的真理和普遍的道德，

國家成為以天皇意志為主的一元化結構。 

另一方面，為了型塑人民的思想和價值觀，展開宗教統制，日本的傳

統神道教也因此被改造。日本神道屬於泛靈信仰，起源自山川萬物的自然崇

拜，隨著日本千百年來的發展，神道不僅受中國儒教和佛教影響，也揉合日

本神話及風俗歷史。其神祇有自然神靈，祖先神或部族、皇室的守護神等，

與日本民族文化合而為一。然而明治時期推行的神道在國家力量作為背景

下，與傳統神道教有所不同，是近代為了國民統合，以天皇崇拜為核心所建

立的宗教體制，被稱為「國家神道」。明治天皇為實現祭政一致，在 1868

年恢復古代掌管神祇祭祀的神祇官，重興皇室祭祀大業，同時為了排除其它

宗教對國家神道的影響，推行「神佛分離」政策，22重新整合全國的神社，

社格、祭祀、神職人員的規範皆重新制定。並把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定

為全國神社的本宗，將神社視為國家的宗祀，同時在各地興建「創建神

                                                      
20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2014），頁 43-45。 
21 憲法第一章「天皇」即定義天皇的性質及各項權力，其中第一條「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

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大日本帝國為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及第三條「天皇ハ神聖

ニシテ侵スヘカラス」（天皇是神聖且不可侵犯的），明示天皇不可動搖的統治權及神聖

性。雖然如此，在天皇制發展的過程中，天皇已不再干涉國政，且為避免天皇因政事費

神而有「不敬」之舉，因此天皇對臣屬的奏報只聽不答，行政責任皆由下屬自負，天皇

的實權其實已轉移到內閣手上。林明德，《日本近代史》，頁 91。 
22 神道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外來高度發展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等影響，而有彼此

相互習合，以詮釋神道神祇的現象，如 10 世紀左右出現了日本神是「佛菩薩的化身」、

是「佛法守護者」的論述。民間普遍認為，日本神的位階是以低於佛菩薩的護法神而存

在，因此，天皇將日本神與佛教神祇分開，以確保國家神道推動的純粹性。村上重良，

《日本宗教事典》，（東京：講談社），頁 326-327。事實上在明治維新前，佛教的興盛

幾乎等同於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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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3要求學童、國民必須前往參拜，作為收攬人心的手段，明治天皇也

親自在皇居舉行祭典，重執古代天皇作為最高祭主的身分，掌握政治與宗教

的權威。國家神道的教義是《大日本帝國憲法》和《教育敕語》，其根本精

神為「敬神崇祖」，也就是崇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而天皇是神的子孫，

是日本唯一的統治者，國民對天皇必須無限尊崇和絕對服從。24  

過去在皇宮由天皇主掌的新嘗祭典，歷經不同時期的興衰，在國家神

道如火如荼的運作下再次振興。1872 年明治政府開始採用太陽曆，廢止過

去行之有年的「五節句」，25重新頒布一套祝祭日。26祝祭日是休假日，全國

各地的神社舉行祭典，各級學校與政府機關也會安排相關活動，動員全民參

與。祝日及祭日的訂定，主要是加強以天皇為核心的社會教化工作，讓天皇

具體支配日本國民的生活作息和精神塑造。被列為祭日的神嘗祭與新嘗祭，

是明定的 7 項祭日之中，除了歷代天皇相關的忌辰日外，唯二與農業相關

者。1908 年，天皇頒布《皇室祭祀令》，將新嘗祭、神嘗祭列為宮中大祭，

27而大祭須由天皇親率皇族及官員在皇宮舉行祭典，發表御告文向眾皇室神

靈秉告。28 

  明治時期重新實施新穀收穫祭的意義，從 1871 年大嘗祭結束後，明治

天皇對臣民發表的告諭中可見端倪： 

                                                      
23  傳統神社多以自然山川、保佑五穀豐稔之神靈、地緣團體的村氏神及土地神為祭祀對

象，為了符合國家神道精神，明治政府創建了新的神社系統，如祭祀效忠天皇的忠臣、

為近代天皇制國家捐軀的「英靈」，以及天皇和皇族的神社，還有在明治維新後於新開

拓地、殖民地、佔領地新設的神社等，皆屬於「創建神社」。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

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2001），頁 8。 
24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頁 74。 
25 五節句源自中國，在幕府時期訂為祝日，即正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雛祭」，

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及九月九日的「重陽」，廢止後定義其為一般

年中行事。鈴木質，《國民行事と作法》（臺北：新高堂書店，1939），頁 39-40。 
26 祝祭日指祝賀日與祭祀日，1873 年太政官以「年中祭日祝日ノ休暇日ヲ定ム」公告實

施。祝日為「三大節」：四方拜、紀元節和天長節。祭日是天皇親自執行的祭典，有元

始祭、孝明天皇祭、春、秋季皇靈祭與神武天皇祭，以及神嘗祭和新嘗祭。〈臺灣布敎

の急務（第三稿）〉，《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27 該年頒布的宮中大祭有元始祭、紀元節祭、春季皇靈祭、春季神殿祭、神武天皇祭、秋

季皇靈祭、秋季神殿祭、神嘗祭、新嘗祭、先帝祭等，除此之外還有前代天皇、皇后忌

日的式年祭等，祭日相當繁多。  
28 雖然〈皇室祭祀令〉第 8 條規定「大祭須由天皇皇族親率官僚執行祭典」，但事實上在

甲午戰爭之後，明治天皇便逐漸缺席宮中祭祀，晚年甚至全委由掌典長代為施行，大正

天皇也同樣不熱衷祭祀活動，唯有昭和天皇在即位的御大典後，便頻繁出席宮中祭祀。

原武史著，黃友玫譯，《昭和天皇－未卸下的神性光芒》（臺北：商務印書館，2008），

頁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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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嘗會的儀式，是由於天孫瓊瓊杵尊降臨之時，天照大神以神詔

將國家封給他的子孫，同時賜予齋庭的稻穗，因此開始稻米的播

種和新穀品食，這便是大嘗新嘗的起源。29 

告諭要傳達的觀念，是新穀起源自天照大神齋庭的稻穗，除此之外，還近一

步說明大嘗祭是「由天祖敕封新任天皇國家治理權力的御大禮」。30如同古

代天皇掌握的大權，新嘗祭典體現的是天照大神授予的統治正當性。明治天

皇「創造」了宮中祭祀的傳統，在國家政策的收編下，新嘗、大嘗祭並非僅

是古老的民間習俗，也是具有高度天皇集權及國家神道色彩的皇宮儀禮。 

第三節 祭典與新穀獻納的實行 

「新嘗」如同字面上的意義，是品嘗新穀之祭典，在皇宮中，由天皇

將該年新收穫的穀物進貢給天地神祇並與之共嘗，而即位禮後首度舉行的嘗

祭為「大嘗祭」，「神嘗祭」則是供奉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宮、也就是伊勢神宮

所舉行的嘗祭。總而言之，這三種祭日的本質都是慶祝新穀收穫，演變成皇

室與國家重要的祭典。明治維新後祭典編入帝國憲法，完成儀典的體制化，

這時也確立儀式的所有流程和規範。 

一、新嘗祭 

  新嘗祭最初是在每年 11 月的中卯日執行，311873 年採用陽曆後訂在

11 月 23 日。32經過明治維新祝祭日的重新編製，新嘗祭的儀式內容逐漸定

                                                      
29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6。 
30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6。 
31 天照大神是太陽神，因此天皇也繼承日神性格。陰曆 11 月的中卯日落在冬至前後，而

冬至是全年白晝最短的一天，新嘗祭選在此日舉行，並在太陽落下及午夜換日兩個階段

獻神饌，正好是天照大神的靈力從衰弱到恢復之時；因此祭典完成後，天照大神和天皇

的靈威都能獲得更新，新嘗祭也著象徵光明與生命的復甦。古橋信孝編，《天皇制の原

像》，頁 180。 
32 豊生，〈新嘗祭-二十三日〉，《敬慎》14：11（1940），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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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延續千年傳統加上國家神道的加持，成為皇宮中最重要的祭典。11

月 1 日開始，天皇進入齋戒階段，22 日晚上舉行鎮魂祭，23 日進行「夕之

儀」。夕之儀的布置除了祭壇外，另一項重點在於鋪設棉被寢具作為天皇座

席，以象徵神話中，天孫降臨時的「真床追衾」，另有一說是提供神靈過夜

使用。33 

  23 日下午，天皇沐浴淨身，於晚間 5 點 30 分進入綾綺殿換上生絹製的

純白御齋服， 6 點在神嘉殿的偏殿就座，34此時由總管祭祀職務的「掌典」

和宮女「采女」將神饌擺放就位，神饌菜色以「米」為中心，為該年收穫新

米所蒸製、沒有黏性的「強飯」，以及放入鍋中煮到軟爛的「姬飯」、栗子

粥，還有用黑米、白米所釀造的黑酒、白酒，以及其他如鮮魚、乾貨、醃漬

品等，皆以柏樹葉製的葉盤及陶瓶陶碗盛裝。祭典開始後，在神樂的演奏

中，天皇步入神嘉殿進行「拝礼」（參拜儀式），奉神饌、上奏御告文。最後

天皇入座進行「直會」，35與神靈一同享用神饌。完畢後物品撤下，再由皇

太子、親王舉行「拝礼」，夕之儀為時約 2 小時。36當晚 11 點至翌日凌晨 1

點是「曉之儀」，內容與夕之儀相同，完成後祭典便結束。  

  這項流傳已久的祭典持續至今，每年的 11 月 23 日，在皇宮天皇仍親自

主持新嘗祭，各地神社也同時舉行祭典，而原本被列為國家大祭的新嘗祭，

在戰後改為崇尚勤勞生產的「勤勞感謝日」。 

二、大嘗祭 

  天皇即位時一世僅舉辦一次的大嘗祭，其本意是天皇首度舉行的「大」

新「嘗」祭，最早在天武 2 年（673）就已有舉行的紀錄。大嘗祭與天皇的

即位儀式「即位禮」合稱「御大禮」或「御大典」，依《延喜式》規定的制

                                                      
33 山下善樹，〈新嘗祭の御儀〉，《敬慎》11（1939），頁 24。 
34 宮中三殿之一，也是舉行新嘗祭的場所。「宮中三殿」乃賢所、皇靈殿、神殿的總稱，

分別奉祀代表天照大神的神鏡、歷代天皇和天地八百萬神祇。另外附屬供天皇更衣的綾

綺殿、設置新嘗祭祭壇的神嘉殿和膳舍等。  
35 在祭典儀式之後，現場參與者共同食用獻給神的酒水食物等，稱為「直會」，具有「神

人共食」的意涵。  
36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58-159。 



18 

度，37需先行即位禮，完成後才能舉行大嘗祭。天皇駕崩時，由新天皇舉行

「踐祚式」繼承皇位，接著擇日舉辦「即位禮」，若天皇在 7 月前即位，大

嘗祭在該年舉行，若 8 月以後則訂於隔年，以配合祭典籌備及穀物生長時

間，38明治天皇頒布的「皇室典範」則重新規定，即位禮改為踐祚後一年舉

行，然而天皇駕崩的「大喪」期間，其子需著喪服，停止朝政一年，稱為

「諒闇」，39宮內儀式活動須待諒闇後方能執行，因此即位禮往往在天皇即

位後兩年舉辦，大嘗祭也就隨之延後。40 

大嘗祭的籌備從該年 4 月的「齋田點定」開始，選出「悠紀田」與「主

基田」提供新穀。41明治天皇以前這兩種田都由諸侯國負責，悠紀為近江國

的一郡，主基是丹波國和備中國的一郡。42明治 22 年（1889）頒布「皇室

典範」後，改以龜甲占卜決定，從京都皇宮的東南區域、以及西北區域的縣

中決定悠紀田和主基田所在，種植新穀的齋田與栽培者由該縣自行決定。

10 到 11 月間釀造祭典用的黑酒與白酒；祭典前 10 日，在京都皇宮內建造

祭典用的神殿，以松樹的黑木、稻草為建材，內鋪設疊蓆，外圍竹籬，造型

簡樸原始，即為「悠紀殿」、「主基殿」，合稱「大嘗宮」。43 

儀式舉行的時間在 11 月的卯、辰、巳、午日中選定 4 日，內容流程大

致與新嘗祭相同，於悠紀殿進行 2 日後，再於主基殿進行一次，該年也不再

舉行新嘗祭，其中最特別的，是在天皇與神靈共食的「直會」後，天皇必須

進行「真床追衾」，也就是暫時包裹在作為座席的寢具中，並完成某項秘密

儀式後才能出來，其代表的意義即為：身為人類的天皇將要死去，待神靈把

神力灌注體內後，則能以神的姿態重生。44因此，即位禮後天皇雖然已是人

間的帝王，但身分並不完全，只能稱作「半帝」，完成大嘗祭始具備「現人

                                                      
37 為醍醐天皇命人編纂，西元 972 年頒布的日本律令法典，對於當時官制和禮儀的實行細

則有詳盡記錄，也成為後世天皇作制時的依據之一。  
38 真弓常忠，《大嘗祭の世界》，頁 54。 
3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74-175。 
40 以大正天皇為例，他於 1912 年 7 月 30 日即位，依規定即位禮在明年，但因明治天皇駕

崩「諒闇」一年的緣故，訂為後年舉行，也就是 1914 年。然而 1914 年 4 月 9 日昭憲皇

太后（明治天皇的皇后）駕崩，再度諒闇一年，最後即位禮與大嘗祭在 1915 年舉辦。  
41 「悠紀」的在日文中為聖酒的意思，「主基」是次序第二、也就是僅次悠紀之意。  
42 近江國約為今日的滋賀縣（京都以東），丹波國包含今日的京都府中部及兵庫縣東（京

都以西），備中國在岡山縣西南部（丹波國以西）。  
43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232。 
44 武光誠，《日本神話圖解》，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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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資格。45 

即位禮及大嘗祭完成後設宴招待群臣官僚，稱為「大饗」或「大嘗

會」，為期三日。以昭和天皇為例，在昭和 3 年（1928）舉辦的大饗中，第

一日的餐點是生魚片、松茸、昆布為基礎的日本料理，也包含來自全國各地

的名產物，表演節目是古代樂舞及悠紀、主基田所在地的風俗歌舞，參加者

有 1,246 人。相較於首日的日本傳統風格，後兩日的宴席則宛如歐洲皇室宴

會，宴席所在的二條離宮入口，以 60 餘種西洋花卉裝飾，餐點為鱒魚、

雞、牛肉為主的西洋料理，音樂也改為歐洲管弦樂，46最後一日的夜宴高達

3,253 人享用皇室御饌。47  

三、神嘗祭 

神嘗祭在伊勢神宮舉行，神宮據說是在垂仁 26 年（4）由垂仁天皇設

立，他將只奉祀在皇室的天照大神鎮座於伊勢神宮，從此之後，神宮神職人

員及當地居民，必須要將該年收穫的新穀先獻給伊勢神宮，否則不能食用該

年收穫的新穀，而在神品嘗後，皇室才能舉行新嘗祭，此即為神嘗祭由來。

48伊勢神宮分成內外，外神宮供奉衣食住守護神豐受大神，其別名為保食

神，即為《日本書紀》中身體化為穀物種子的神衹； 49內神宮又稱皇大神

宮，供奉天照大神，由於此二神衹兼具日本祖神及保佑物質利益的性質，江

戶時代時，神宮香火鼎盛，日本各地流行集團參宮的活動，但在明治維新後

因為國家神道推動，伊勢神宮被定為全國神社的本宗，加上明治天皇開始親

至神宮參拜，神宮的民間色彩逐漸淡化。50  

神嘗祭在明治 4 年（1871）列入宮中大祭，訂於 10 月 17 日實施。祭

典從獻饌開始，伊勢神宮的神職人員向內外宮進「大御饌」，內容是神宮神

                                                      
45 大嘗祭裡與神靈共食新穀、「真床追衾」的重現等儀式，目的在於繼承「天皇靈」，以完

成天皇性格的完整，這也是大嘗祭的要義所在。《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第 9 巻〉生活

世界とフォークロア》，頁 253。 
46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3。 
47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3-14。 
48 村上重良，《日本宗教事典》，頁 27。 
49 井原賴明，《皇室事典》，頁 130。該記載詳見本章第一節。  
50 村上重良，《皇室辞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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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初穗米所做的米飯和黑白酒等共 30 項神饌，在凌晨 2 點以及晚上 6 點

各進貢一回。最後是迎接皇宮派遣的奉幣使，51向神獻上幣帛以及「荷前調

絹」，此物即象徵初穗的意思。天皇在祭典當日，向西南方的神宮行遙拜

式，接著進入賢所舉行「拝礼」，上奏御告文及獻饌，皇后及皇太后、皇

族、官僚等人順次參拜後，於神嘉殿旁對伊勢神宮行遙拜式。全國的官、國

幣社以下的神社，在這一日也都要舉行神宮遙拜祭典。52 

  「神饌」即是神的食物，於神前所供奉的米、水、鹽、酒、鳥獸、魚

貝、蔬菜和果實等，皆統稱為「神饌」，因此上述新嘗、大嘗與神嘗祭中所

使用的供品，都是神饌的範疇。祭祀神靈、與神交流的場所即是我們熟知的

「神社」，人們在祭祀事務中，透過奉獻神饌向神靈表達感謝之意，結束後

撤下神饌設宴，由祭司和現場參與儀式者食用。這樣的飲食場合是一種「人

神共食」，稱為「直會」，食用者被認為能獲得神靈的力量，也是新嘗祭、大

嘗祭等「嘗新穀」儀式的原理，53人們藉由奉獻該年新收的米穀，讓參加祭

典者或是舉行儀式的地區得到神靈庇佑，並使明年的稻作順利豐收。 

  米在神饌裡位居顯著地位，《延喜式》所記載的 499 次神饌奉獻，供品

出現頻率最高者為酒、白米、稻、糯米，由此可見稻米在古代日本的份量。

不過因各地風土物產的不同，地方祭祀所用的神饌內容並無硬性規定，而表

現出多樣風貌，然而在明治維新過後，為求祭祀形式的統一，神饌的內容也

逐漸一致，且原本神饌的本意是指熟食，不過近代以來多改為生饌。54 

四、全國性的「宮中獻穀」 

作為祭典神饌中最重要的米，必須要確保供應無虞，在上述三項新穀

收穫祭中，大嘗祭主要有卜定的悠紀、主基田供應；伊勢神宮有 5 處附屬神

田，俱位在神宮所在地的三重縣境內，總面積為 2 町 2 段 9 畝 20 步，55提

                                                      
51 負責運送幣帛的使者。幣帛為獻給神的所有物品之總稱，包括紙垂、布帛、器物、神饌

等，也有奉獻金錢的「幣帛料」。  
52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祝祭日等の解說》（臺北：同著者，1941）頁 160。 
53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49-50。 
54 原田信男，《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頁 52。 
55  山下善樹，〈神嘗祭の意義〉，《敬慎》10（1939），頁 35。該面積換算後約為 6,89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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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神宮祭儀所需的穀物；皇宮舉行的新嘗祭最早為諸侯國的山城國山科鄉

（今京都府南部）所獻納，明治 5 年（1871）廢藩置縣後，地方區劃改為

府縣制，此後新穀由掌管財政的大藏省供應。明治 11 年改由東京府提供穀

物；新宿植物御苑開設後，明治 14 年起使用苑內所種植的水稻。56 

明治 15 年（1882）12 月 9 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及右大臣岩倉具視，

在地方官會議上共同發布了一則內部諭文，內容強調，新嘗祭的起源為天孫

降臨時，把天下以及齋庭稻穗傳授給天皇，是延續千百年的祭典，為了讓這

個傳統持續下去，「大嘗會以及每年的新嘗祭，將准許各地豪農貢獻神饌新

米的請願。」57當時雖然宣稱保存傳統慣習，事實上是藉由奉獻制度抑制地

方豪農，然而由全國豪農階層向宮中新嘗祭奉獻穀物的計畫，卻因主要推手

岩倉具視於明治 16 年過世而遭擱置。直到明治 25 年（1892），在東京都府

知事富田鐵之助等共 45 名知事的發起下，終於通過許可，同意每年的 10 月

30 日前，宮內省接受各府縣獻納的精米 1 升、精粟 5 合。58 

該年 6 月 10 日，滋賀縣即迅速的公布〈新嘗祭供御之新穀獻納手續〉，

「供御」指的是天皇或皇族的飲食物，該手續把祭典用的新穀稱為供御，即

將穀物視為專供天皇品嘗之用。獻納手續明訂選拔栽培者、挑選優良種子與

清淨地種植穀物的要則，也向全民傳達敬重皇室和農業的觀念，將稻米置於

崇高地位。一年一度的宮中新嘗祭穀物，從原本僅限於特定地域才能提供的

御用供品，轉變為各府縣奉獻的性質，使得宮中新嘗祭得以走出皇宮的高

牆，成為具有社會性的公共活動。59新嘗祭有了來自全國各地篤農、豪農種

植的新穀，在祭典上作為神饌供天皇與神靈一同食用，彷彿也完成了大日本

帝國從神界到天皇，以及延伸至人民的一體化工程。 

  

                                                      
56 〈新嘗祭供御米の獻納に就て（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9 日，第 7 版。 
57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

7。 
58 宮內省為負責宮廷會計、食事、修繕、醫療等事務的政府單位，戰後改為宮內廳。  
59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頁 12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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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米」的獻納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臺灣總督府隨即在

島上宣布「始政」，展開各項政策措施，日本的文化習俗也跟著日本人和殖

民政府陸續傳布到臺灣，包含前一章所述的新嘗祭祭典和「新穀獻納」。在

國家神道的架構下，祭典事務與臺灣宗教政策的發展緊密相關，藉由國家神

道及米作改良的推動，臺灣米逐漸精緻化，而能符合殖民者的口味與祭典需

求，也在「內地延長」的政策下，實施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 

1930 年代以後，日本著手戰爭事務的準備，隨著戰爭情勢緊繃，對於

糧食控管及民眾動員也愈發激烈，為了要加強精神教化、鼓勵民眾農事生

產，日本政府擴大實施「神饌奉獻」，並舉行「新穀感謝祭」，甚至讓臺灣人

親自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活動達到高峰。 

由於日治時期報紙雜誌對於「新穀獻納」的報導，經常有名詞混用的

情形，奉獻給神的新穀，往往都被稱為「獻穀」；而廣義來說，凡是祭典上

獻給神的食物，都屬於「神饌」，因此本章為了區別新穀獻納事務，將獻給

皇宮、由天皇主持的新嘗祭的米，稱為「獻穀」，獻給神社新嘗祭的米則稱

為「神饌」，包含兩者及所衍生的相關事務則統稱為「新穀獻納」。 

而從臺灣米的獻納過程，可以看見日本政府如何讓臺灣人藉由農事勞

動、新穀獻納，來實踐對統治者的臣服之意，不僅滿足殖民者的糧食需求，

也參與了由天皇主持、作為民族國家象徵的新嘗祭，也就是說，「米」不再

只有食用意義，而是殖民母國遂行國民統合的工具。 

第一節 稻米的精緻化與神聖化 

  受到日治初期總督府統治策略影響，日本治臺後長達 20 餘年的時間，

臺灣的新穀獻納只有零星進行，新穀收穫祭舉行的規模也相當有限，即便如

此，在國家神道的推廣下，臺灣的米穀卻已經使用在神社祭典上，進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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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的脈絡中，然而對殖民政府來說，臺灣米的食味品質都不符合日本人需

求，因此總督府也進行大規模米作改良，使得臺灣米的品質大幅改善，並提

升臺灣人的稻米栽培技術和知識，精緻化與神聖化的稻米，成為展開全島獻

穀活動的有利背景。 

一、國家神道與新嘗祭推廣 

  相較於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大幅整頓宗教事務，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

總督府卻採取「舊慣溫存」的宗教政策。舊慣溫存是 1898 年擔任民政長官

的後藤新平之統治理念，其本質並非出於對臺灣信仰的尊重，乃是總督府在

統治初期，各地武裝反抗不斷，每年都需要中央大量經費補助，因此施政上

以平定抗日勢力、追求財政獨立為目標，著重在警備制度的完善與產業經濟

的發展。另一方面，臺灣本地的宗教已深入臺灣人心，總督府考量統治的最

大利益，不干涉臺人信仰，以求社會民心的安定，1因此國家神道在臺灣初

期並沒有積極傳播。 

  在國家神道的架構中，神社是國家的宗祀，也是在臺灣傳布國家神道的

基地，臺灣第一座新建的神社「臺灣神社」要到 1901 年 10 月 27 日才完工

舉行鎮座式，列為官幣大社，2也是象徵統治臺灣的「臺灣總鎮守」，供奉征

臺戰役犧牲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出現在《古事記》、《日本書紀》

裡的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3然而，此後總督府

在臺灣興建神社的數量不多，神社相關的宗教法規也並不完備，各地建造的

以社格較低的無格社為主，建造和營運經費則來自民間捐獻，而非政府撥

款。例如臺灣神社完工後的隔年（1902），在總督府許可下，宜蘭廳設置宜

蘭神社，建造費用由廳內官吏及日本民間人士捐獻，4列為無格社。之後具

有一定規模的新神社，要到 1911 年才被建造，且從領臺以來至 1918 年總

                                                      
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19。 
2 明治政府參考古代制度，將全國神社分成官社和諸社。官社又分官幣社與國幣社，官幣

社由皇室進貢幣帛、神饌料，並以神祇官主祭，是受到皇室崇敬的神社；國幣社則由國

庫進貢幣帛、神饌料，以地方官執行祭祀，是受地方崇敬的神社。諸社分成府社、縣

社、鄉社、村社以及無格社，這些神社的社格彈性，可因狀況改變而被列格或升格。蔡

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2001），頁 6。  
3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臺北：同著者，1935），頁 45。 
4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宜蘭：同編者，不詳），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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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完成宗教調查的 23 年間，官方認可的神社只完成 14 所，多在都會地

區，或是日本人集中之處，如東部的吉野、豐田、林田移民村，以及製糖會

社所在地的神社等。5從神社設施的興建可以瞭解日治初期國家神道推動的

概況，神社數量不多，也影響新嘗祭在臺灣的普及。 

在國家神道的架構下，祝祭日是再現天皇的一種手段，日本近代的祝

祭日實施於 1873 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祝祭日也開始施行，其中包

含新嘗祭與神嘗祭， 6然而祝祭日要在異民族、異文化的臺灣施行有其難

度，再加上總督府消極的推廣態度，以致於祝祭日對多數臺灣人來說只是放

假、休閒日，參與祭典儀式者主要為日本人，或是總督府授章的臺灣仕紳，

影響臺灣社會的程度不大。7以新嘗祭來說，祭典當天民眾應注意的事項，

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欄有以下提醒： 

國家有大祭日，凡託庇宇下之臣民，各於是日揭國旗於所居門

首，以表敬意也。乃本島人於此一端往往忽之，日前臺北廳長經

諭各街庄長等，飭該管內眾人共知留意茲。際明二十三日為新嘗

之祭日，朝野上下均宜致敬，本報恐本島人或仍忽略乎此，忘記

修整國旗恭懸之於門首，爰於祭日之前為眾人通知之也。8 

從報導內容得知，民眾往往疏忽在新嘗祭當天懸掛國旗，不僅臺北廳

長明令要求管內留意此事，連報紙也再次宣導，可知此時臺灣人對祭

日的認同程度並不高，也顯示除了懸掛國旗，總督府在祭典當天並沒

有規定其它活動。因此，為了讓臺灣人能了解祝祭日，官方透過學校

教育對兒童潛移默化，例如在教科書中加入祝祭日、皇室與神道教相

                                                      
5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頁 20。除了國家神道的神社，傳統神道信

仰也來到臺灣，陸續出現在日本人的聚落中，如臺中的稻荷社（1897）、九份金瓜石社

（1898）及基隆末廣稻荷社（1899）等，多由日本人集資興建，設施較簡單，甚至只被

冠上「社」名而不被官方認定為「神社」，祭拜的神祇多與商業利益、農漁產業有關，與

創建神社推動敬神崇祖的目的不同，因此在國家神道的範疇之外。蔡錦堂，〈日本治臺時

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 22-23。 
6 日治初期臺灣規定的祝日有新年宴會、紀元節、臺灣始政紀念日、天長節；祭日則是元

始祭、孝明天皇祭、神武天皇祭、春、秋季皇靈祭以及神嘗祭、新嘗祭。  
7 日本祝祭日在施行最初也很難滲透到民間，乃透過在學校制定儀式活動，以及民眾逐漸

產生國家安排的時間概念後，大約 25 年才形成穩定的慣習。岩口敬子，〈國家儀典與國

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官方節日與儀式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61-62。 
8 〈宜揭國旗〉，《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1 月 22 日，第 3 版。句讀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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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內容，或在祝祭日當天舉辦活動，宣導祭典意義，報紙也加強相

關報導。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民眾更易於理解新嘗祭與神嘗祭，《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裡將這兩項祭典借用漢文化的詞彙，透過問答的方

式解釋何謂新嘗、神嘗祭： 

……問曰，然則何為而復有新嘗祭之名耶？其贅耶？其否耶？其

大同小異耶？抑同而異、異而同耶？曰：非贅也，神嘗者，荐新

穀於宗廟，祈聖祖神宗享之，故曰神嘗。新嘗者，荐新穀於天

子，至尊嘗之，故曰新嘗……9 

文中將天皇比喻為中國天子，伊勢神宮則是國家的宗廟，試圖讓臺灣人用熟

悉的漢文化認識殖民母國的祭典，而以漢文描述，也增加臺灣人閱讀、理解

的可能性。事實上，臺灣民間信仰及年中行事裡，有許多和農業相關的神祇

與祭祀節日，10且根據日治時期日本宗教學者增田福太郎的研究，「崇祖」

與「敬天」是臺灣舊慣宗教的基本核心價值，由此觀之，似乎與新嘗祭強調

的「敬神崇祖」相符，然而，臺灣民間信仰是由儒、釋、道所融合，具有中

國傳統階級與集團性的特色，其敬崇的對象，是中國「天子」和漢文化的

「祖先」，並非日本天皇和皇祖神，因此總督府仍不鼓勵舊有慣習與信仰，

避免威脅到殖民統治，只能透過其他方式讓臺灣人移情殖民母國文化。11  

二、神社的神饌奉獻 

  從現有資料來看，最早在 1895 年 7 月，也就是日本政府在臺灣始政的

隔月，教派神道之一的神宮教就曾派布教使，12將臺灣的新穀帶回日本獻給

                                                      
9 〈新嘗祭詳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10 由於臺灣社會具有農業性格，農業相關的神祇眾多，其中以天公（天）、土地公（地）

以及媽祖（水）最具代表性，尤其土地公信仰更與臺灣人生活緊密相關，從農曆的 2 月

至 12 月間，每月 2 次的小型祭拜，在 2 月 2 日的土地公誕辰日及 8 月 15 日的秋祭更舉

行盛大祭典，除了感謝過去的保佑，也祈求未來境內和樂平安、五穀豐收、六畜興旺。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東京：養賢堂，1939），頁 107、155-157。 
11 蔡蕙頻，〈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發展與尊皇思想初探〉，《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40：

1，2009），頁 126。 
12 教派神道起源自幕末維新時期的民間宗教，原本有 14 個獨立教派，其中的神宮教在 18

99 年時改組為財團法人神宮奉贊會，不再有教派性質而脫離教派神道。神宮教是從伊

勢神宮的教化機關發展而來，以伊勢神宮的信仰作為教義主體。村上重良，《日本宗教

事典》，（東京：講談社，1978）頁 36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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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神宮；13而臺灣首次舉行的新穀收穫祭，是 1896 年 11 月 23 日的新嘗

祭，同樣也是神宮教的布教使舉行，由於當時沒有神社，因此在臺北西門內

搭設臨時遙拜殿舉行祭典，儀式中使用臺灣人奉獻的新穀。14翌年的 10 月

17 日在同一場所舉行神嘗祭。15不過祭典場地簡陋，對臺灣人的影響效果極

低，此景終非長久之計，祭典結束後神宮教的宣傳單位便疾呼，國家應投入

經費在臺灣建造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宮，讓臺灣人遵行國家祭典，信從敬愛天

皇的道理。16 

  臺灣舉行的新穀收穫祭，要到作為國家祭祀場所的神社出現後，才開始

常態化。第一座日本官方興建的臺灣神社於 1901 年 10 月 27 日完工鎮座，

同年便舉行新嘗祭，總督兒玉源太郎也以奉幣使的身分參與祭典，代表皇室

獻上幣帛及神饌料，之後便一年一度舉行新嘗及神嘗祭。隨著儀式步入軌

道，參加人員逐漸增加，除了政府官員外，也安排在臺日人及臺灣人觀禮。

以 1910 年的新嘗祭為例，在場日本人有 43 名，本島人 5 名，為艋舺區長

黃應麟、大稻埕區長黃玉階、臺北廳參事李景盛等，多為地方仕紳階級。17 

相較於宮中新嘗祭以天皇為核心的繁瑣儀式，臺灣神社新嘗祭便較為

單純。新嘗祭當天一早布置神殿，7 時開始淨化祝禱的「祓式」，接著由宮

司（臺灣神社之長）率神職人員迎奉幣使進入祭場，隨後裝有御幣的御幣櫃

也入場，奉幣使以「榊枝」18接受祓式、進入拜殿。人員準備就緒，宮司打

開本殿的門，稱之為「御扉」，之後便將神饌置於案前，並取出御幣一同供

奉給神。宮司上奏祝禱詞後，奉幣使獻上「玉串」19、行參拜禮，最後其他

神職人員依序行參拜禮，將神饌和御幣撤下，儀式結束，為時約 1 小時。20

神嘗祭的祭儀則是以向伊勢神宮的遙拜式為主。10 月 17 日早晨布置祭場，

上午 8 點由宮司上奏遙拜詞，接著供神饌、獻玉串、行拜禮，儀式便告完

                                                      
13 〈秋報粢盛〉，《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14 〈新嘗祭〉，《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15 〈神嘗祭〉，《臺灣新報》，1897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16 〈臺灣布敎の急務（第三稿）〉，《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17 〈臺灣神社新嘗祭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 
18 榊（さかき）為一種常綠喬木，自古便常用於神事，因此以「榊」的漢字表示之，即為

「神之木」，中文名為「紅淡比」。  
19 將紙垂或棉麻附上榊枝而成，於神前行拜禮之用。  
20 〈臺灣神社新嘗祭式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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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1 

神社祭典所供奉的神饌，主要以神社編列的預算購買食材，在神社附

屬的「神饌所」調製後獻上，除此之外，也有民眾主動奉獻。22 臺灣神社

的神饌費來自皇室幣帛及民間捐款，食材是臺灣北部的物產。以 1901 年 10

月 28 日臺灣神社首度舉行的例祭來看，籌備祭典事務的祭典委員會乃要求

民眾獻納神饌品，內容有臺北廳所產的米（經洗選過）、鏡餅（日式年糕）、

神酒、蔬菜、鯉魚、香魚；新竹廳的食物水果；桃園養殖的鴨；雉雞山芋則

來自大溪，以及鯛魚、伊勢龍蝦、蛤、燒芋、甘蔗是基隆產出，23基隆市街

街長吳志清更以市街總代的身分，表示基隆願意每年提供鮮魚 2 尾供作神

饌，24此外也有來自日本的獻納品。 

  隨著總督府陸續興建各地的神社，祭典也開始在其它城市舉行。不過祭

典和神饌奉獻，參與者都以日本人為主，且奉獻事務限於島內神社，與日本

神社或天皇並沒有關聯。臺灣穀物初次在日本皇宮祭典登場，是 1915 年大

正天皇的踐祚大嘗祭，該年的大嘗祭，是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且透過戰

爭兼併鄰近各國後首度舉行的「御大典」，擁有臺灣、樺太、朝鮮三個殖民

地的日本帝國，在亞洲勾勒出新的帝國版圖，因此，雖然大嘗祭已經有悠紀

與主基田提供穀物，再加上日本各府縣農民種植的獻穀，但臺灣、朝鮮和樺

太地區同在帝國境內，也都必須提供精米一升，精粟五合。25臺灣總督府為

了順利提供該年大嘗祭的穀物，原本預計從各地挑選熱心的農家負責，然而

合適的農家難以查悉，且送交日本的期限為 10 月 31 日，若以一期稻作的米

則時間過早，二期稻作卻又太晚，26最後總督府決定以農事試驗場的稻米獻

納，種植的田地特請臺灣神社的神職人員舉行祓式，場長、職員及農事講習

生皆在場觀禮。27稻米於 7 月 8 日收成，以阿里山檜木為容器，迨 9 月 11

                                                      
21 〈神嘗祭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0 月 17 日，第 2 版。 
22 例如 1905 年的新嘗祭，和尚洲庄（今蘆洲）的張媽但等 6 人一同獻上蜜柑 2 籠。〈臺灣

神社新嘗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 
23 〈臺灣神社祭典と神饌品〉，《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24 〈基隆市街總代ヨリ鮮魚二尾每年例トシテ獻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30 冊第 1

件。 
25 〈大嘗祭獻穀と本島〉，《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17 日，第 2 版。 
26 〈大嘗祭献穀〉，《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18 日，第 5 版。 
27 〈齋田と祓式〉，《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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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農試場的增田技手會同職產局長前往日本奉獻。28呈上的供品除米之

外，還安排臺灣產的芭蕉及文旦，用作大嘗宮的神饌以及大嘗會的餐點。29

此次是臺灣穀物首度送到日本，提供天皇舉行的祭典使用。 

  米在新嘗祭中，有重要的實質與象徵意義，宮中由天皇舉行的新嘗祭，

自 1892 年起便由各府縣供應獻穀，因此早在 1901 年臺灣神社首次的新嘗

祭後，輿論便認為，「鑑於日本境內從北海道至沖繩各府縣，有志之士皆奉

獻精米 1 升、精粟 5 合，製作白黑酒及粥飯供天皇在新嘗祭中品嘗，臺灣卻

在這榮耀之外，殊為遺憾之事。總督府應盡速完成相關制度和設施，讓下一

年度宮中的新嘗祭也能有臺灣獻穀。」30雖然社會有這樣的呼聲，但在現實

層面上，臺灣米的口味卻令日本人不習慣，而臺灣人的農業技術也無法達到

殖民者的要求。 

  日本農民獻給天皇的獻穀，從耕作到包裝都有一定規範，耕種者必須經

驗豐富，或熟悉農業技術，施用肥料、栽培過程都必須保持清淨，精米後仔

細挑選米粒，以檜木或是桐木製的木箱收納。31但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對臺

灣稻作的評價不高，甚至認為農民栽種方法原始、缺乏效率；米的品質也不

佳，除了品種駁雜、米形瘦狹，更重要的是口感不適應，臺中農試場場長末

永仁還曾有以下描述： 

距今（1938）約 12、3 年前，當時來臺灣的日本人都有嚐過臺灣

米的經驗，口感和南京米一樣鬆散，三餐都難以下嚥。32 

南京米是從東南亞或是中國輸入日本的外國米總稱，與臺灣在地米同樣屬於

秈稻，日本米屬於粳稻，外型較圓潤，口感軟黏富有彈性，就長期食用粳稻

的日本人來說，自然難以接受臺灣米的品質與外觀，再加上栽種不夠精細，

而留下如此負面的評價。因此對殖民政府來說，臺灣米要能夠進口到日本，

甚至奉獻給神聖的天皇品嘗，勢必得將臺灣米加以改良。 

                                                      
28 〈登秋の御大典饗宴に  大嘗祭新穀の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8 月 28 日，第

7 版；〈臺灣米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9 月 18 日，第 5 版 
29 〈新穀獻納濟〉，《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10 月 3 日，第 7 版。 
30 〈新嘗祭獻穀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31 真田重治編，《新嘗祭献穀記念録》（愛知縣：献穀畠奉賛会，1921），頁 4。 
32 末永仁，《臺灣米作譚》（臺中：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193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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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作改良 

臺灣稻作在清代時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乾隆年間水利設施的開發，

使得灌溉水量和水質得以調節，水田逐漸增加；多元而豐富的稻米品種，提

供農民搭配不同特性的稻種與栽種法，讓稻米在各種環境皆能成長，也得以

1 年 2 穫，再加上中國市場的需求，刺激稻作的發展，進一步使稻米成為一

種流通商品。33  

日本領有臺灣後，針對稻作進行大規模調查，結果認為，臺灣稻作技

術不夠成熟，肥料施用、綠肥栽種皆不足，使土壤肥力易於衰竭；農民的田

間管理態度也不夠積極，蟲害雜草皆影響收成，因此即使臺灣米年可 2 熟，

單位面積的產量卻遠不如 1 年 1 穫的日本。34品質的部分則分成外觀、口味

與營養成分來比較，當時日本人認為臺灣米外形不齊，口感欠佳；就成分來

說，較缺乏脂肪質和蛋白質，如同北海道米一般，35同時因加工、乾燥手法

不同，經常混入稻殼土砂而影響聲譽，且由於米穀市場追求商品規格化，以

利定價販售，但臺灣米的多元品種卻造成質量雜亂，減損產量。以上評價今

日觀之，明顯是以外來殖民者立場批評臺灣稻作，忽略彼此風土文化導致的

差異，但無論如何，臺灣既然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所生產的稻米只能迎

合殖民母國需求，因此針對稻米的各項改良措施與相關機構的設立就勢在必

行。36 

（一）中央農試機關及地方農會的成立 

  為了在臺灣進行農業技術的開發和實驗，日本領臺之初，殖產局就曾於

臺北城內闢試作場，嘗試將內地種稻移植臺灣，然因計畫不順隨即廢止。

1898 年在臺北縣、臺中縣及臺南縣設立農試場，業務包含農特產的增殖改

                                                      
33 黃克武，〈清代臺灣稻作之發展〉，《臺灣文獻》32：2（1981），頁 161。 
34 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9），頁 301。 
35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第一編 普通作物》（臺北：同著者，190

6），頁 107。 
36 日本的米作改良工程，從日本內地擴散到北海道、滿洲國、朝鮮以至於臺灣，成功將殖

民母國需要的稻米品質複製到帝國境內各地，二次大戰時期，甚至有「稻米是大東亞共

榮圈的特色」、「在我國稻米也成了大和民族」這種說法，意味著稻米改良也是殖民者

「征服」各地的手段之一。藤原辰史，《稲の大東亜共栄圏》（東京：吉川弘文館，201

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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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養蠶技術的試驗與傳習、委託實驗、農事演講、獸醫講習等。37事實上

日本在 1893 年才成立國家級農試場，因此對相關事務尚未熟悉，且臺灣統

治尚未穩定，農試場初期的運作並不積極，38直到兒玉源太郎擔任臺灣總督

後，為了讓臺灣財政獨立，著手開發臺灣的農業資源，首先便將位在大龍峒

的臺北縣農試場移交民政局殖產課，讓總督府得以直接管理，也在北部增設

數座農試場，加快農業改良的速度。 

   1903 年成立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座落大加納堡內埔庄的蟾蜍山下

（今臺大昆蟲館及臺北市立民族國中），場務分成種藝、農藝化學、昆蟲、

植物病理、家畜、農事講習生養成及庶務等 7 類事項，39不過要到 1908 年

總督府公布官制，其組織人事才完全確立，之後陸續完成種藝部、化學部、

昆蟲部、病理部、畜產部、教育部及庶務部的設置。40農試場的業務包含農

事調查實驗，優良種苗、種禽及種畜的配布，調查分析土壤、肥料和農產物

品等，同時將相關報告集結出版，另外還有農事講習生制度，傳授農業及獸

醫、養蠶技術。41農試場最主要的實驗作物是水稻，揀選在來種和日本種米

進行播種期、肥料施用、水旱風害承受度與不同耕作法等等的實驗。 

  在地區性的農事試驗場成立以前，地方農試實驗由農會擔負，1900 年

臺灣第一個農會於三角湧（今三峽）成立，1909 年時全臺一度高達 19 個，

同年因地方廳官制改革，加上農會施行規則修正，各地農會被整併，數量減

為 11 個，但幾乎已涵括全臺各個地區。 42農會的成立多以農作改良為目

的，因此部分地區在成立之初是以「產業改良會」、「農業組合」作為組織名

稱。發起人多是各地的仕紳名望及街庄代表，不過背後主要由官署主導，也

有濃厚的官方色彩。43 

                                                      
37  李力庸，〈《臺灣農事報》與其糧食論述〉，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

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頁 339。 
38 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17-18。 
39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一覽》（臺北：同著者，1905），頁 1

0。 
40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創立十年紀念》（臺北：臺灣農友會，

1913），頁 9-11。 
4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農業概要》（臺北：同著者，1916），頁 21。 
42 臺灣農友會，《改訂農會要覽》（臺北：同著者，1909），頁 3-4。此時全臺除了花蓮港

廳外各廳都有農會組織。  
43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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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農會實施的工作，包含作物及禽畜改良試驗、各項比賽品評、補助

獎勵等，而重點作物皆為稻米。以臺北廳為例，明治年間進行的稻米事業有

設置模範田與試作田、水稻採種、種苗發配、肥料及綠肥試驗和相關的演講

宣傳等。44試作田有 5 區，分別在士林、錫口、頭前庄、枋橋、林仔街（今

淡水區林子），由於以改良農法耕種，收穫成績突出，因此進一步設置模範

田，依照試作田的農法栽培稻米，全廳多達 24 處，具有宣傳示範效果。比

起一般稻田，農會的田栽培用心，稻米品質優良，因此自 1911 年起，由臺

北廳農會每年依例獻納稻米 3 俵，45提供臺灣神社例祭所用的神饌米。46  

（二）品種與技術的提升 

  總督府進行米作改良，因為工程規模浩大、所需經費甚鉅，加上臺灣政

情不穩，相關政策直到兒玉總督上任後才受到重視。1901 年 7 月，總督府

公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將全島水利設施納入管理，該年 11 月兒玉在官

邸發表對臺灣殖產興業的指示，米作部分則有這樣的說明： 

現在本島的生產，以米為第一。但其廣闊的水田，雖具氣候風土

的天惠，奈因水利未修，可收穫之處，與其廣大的面積不能相

配，產量甚少，且品質低劣。……若能通水利、慎耕作，則可收

穫之處擴大為現今所有面積的三倍並不困難，如此則不但居民可

飽三餐，且以其剩餘輸出海外，並不失為一項大宗的貿易品。47 

也就是說，總督府重視的是臺灣米的商業潛力，要提高產量，重點就在擴張

灌溉範圍，因此最初乃從水利設施的建設著手。而在稻作技術的層面上，則

針對栽種法和工具加以改良。首先以「鹽水選種」過濾比重不同的稻種，讓

品種單一化，秧苗採「短冊形苗代」培育，48再以「正條直」插秧，49完成

                                                                                                                                                        
-38。 

4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農會要覽》（臺北：同著者，1915）頁 129-130。 
45「俵」為容量單位，戰前日本訂 1 俵為 4 斗，約等於 72 公升。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

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46 臺北廳農會編，〈臺北廳農會報〉（臺北：臺北廳農會，1911），頁 1-2、162。 
47 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頁 3。 
48 在秧田堆出略高於水面的長方形（短冊形）土臺，將秧苗（苗代）培植其上，此種育苗

法有利於排水及秧苗成長。〈苗代試驗〉，《臺灣日日新報》，1897 年 2 月 13 日，第 2

版。 
49  正條植是利用正條定規在秧田隔出等距的平行線，秧苗依線種植，可有效利用田地面

積，並維持秧苗間所需的空隙，利於生長、通風，以及人為管理。蔡承豪，〈天工開物-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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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種植工作，田間管理則包含使用改良肥料、害蟲驅除及預防、除草等

方式，另外還有新型犁具的研發、脫殼機具的改良等。 

  品種改良分成以在地種或日本種進行，總督府於 1907 年決定以在來種

米進行改良，當時臺灣的在來米多達 1,679 種，但品種不純，經常夾雜赤米

等其他種米，所以改良要點在於除赤米，純化品種，從中篩選出粒型渾圓、

適合日本人口味的在來米。501910 年總督府在各廳農會展開 4 年 1 期的「米

種改良事業計畫」，方法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劃定改良區域，在其中挑選

出近似於日本米的品種，列為限定品種，2、限定品種在共同秧田育苗，統

一發放給農民種植，收成的稻穗再挑出接近日本米的限定品種 3、最後的限

定品種透過純系分離篩選出優良者，交給地方試作。51各廳執行進度不一，

然經過數次改良計畫，赤米已完全消失，1922 年種植稻米的限定品種數降

為 286 種，臺灣米的產量與市場價格也都有提升。 

  雖然在來米改良計畫順利，臺北廳農會仍不斷嘗試內地米移植，由於平

地栽種情形不良，1911 將種植地改為與日本氣候相近的山區臺地，如臺北

七星山周圍的竹子湖地區，52試作成績逐漸好轉，其中以「中村」種收穫較

佳且品質優良，市場反應極佳，1920 年代開始種植面積也大幅提升，不過

日本種米終究未適應臺灣氣候，因此產量不穩，影響農民種植意願。1919

至 1922 年間，臺中農試場技師末永仁發現將一期作的秧期由 60 天縮短為

30-40 天、二期作從 30 天改為 15-20 天，可增加中村種的稻米產量，因此

使農民的接受程度提高，加上地主、米商的推廣，日本種米逐漸席捲全臺

灣。531926 年 4 月舉辦的「大日本米穀大會」，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將臺灣

的日本種米統稱為「蓬萊米」，全島的水稻種植也朝向以蓬萊米為主。 

（三）農業知識的教育和普及 

  1899 年 12 月，臺中縣農事試驗場首度招募農事講習生，隔年臺北縣及

                                                                                                                                                        
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3

45。 
50 李力庸，《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1895－1945）》（臺北：稻鄉，2009），頁 19。 
51 江夏英藏，《臺灣米研究》（臺北：臺灣米研究會，1930），頁 8。 
52 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7。 
53 磯永吉，《臺灣の稻作》（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6），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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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農試場也跟進。農事講習一直是農試場規劃的工作項目之一，其目的

正如總督府農試場教育部的技師小田慶太郎所說： 

我們給予學生的教育不只是培養農業家，而是要補強普通學術的

知識，以及關於農事的道理，這樣的道理要靠實際操作農業才能

體會……因此，我們培育的學生的宗旨，是要謀求臺灣農業的改

良，在農民間普及新知識。54 

也就是說，農事講習除了養成具有現代知識的農民外，更重要的是讓這些人

成為農民間的模範，推廣農業新知，改善臺灣農村體質。 

  農事講習為期 2 年，學生寄宿於試驗場內，課餘需負擔場內各項勞務工

作，每月會發給 6 圓的報酬。課程包含農學、理化、肥料、土壤及作物學

等。到了 1911 年，農業講習分成預科、農科與獸醫科，需先就讀 1 年的預

科後方能選擇進入農科或獸醫科，課程安排大量的實習，讓學理能夠銜接實

務應用，也分擔場中的農務工作。55作為臺灣農業改良的先聲，1915 年大

正天皇大嘗祭的獻穀，總督府原本規劃從各地尋找農家種植，不過最後仍選

擇總督府農試場，由農業講習生負責栽種水稻，成為臺灣獻穀的提供單位。 

1919 年總督府公布臺灣教育令，第一所農業專屬的嘉義農林學校設

立，農事講習規則也廢止。農事講習施行的 19 年間共培育 816 名畢業生，

雖然其號稱實業教育，不過社會上並沒有相應的職業供給，且因為傳統的科

舉入仕觀念影響，多數畢業生沒有從事農業，而是在地方基層工作，或是擔

任公學校兼課教師。即便如此，這些受過總督府農事訓練的人，依舊可以在

地方扮演配合官方政策的角色，其具備的知識也有助於農事改良措施在農村

擴散。56 

為了進一步在農村普及農業新知，啟發下層農民，農試場及各廳農會

也安排各地的農事演講，多於晚間進行，選在廟宇、教會或公學校，方便民

眾參與。現場由農試場技師、技手講授，配合播放幻燈片，以及漢文宣傳品

                                                      
54 小田代慶太郎，〈農事教育に就て〉，《臺灣農事報》25（1909 年 1 月），頁 4。 
55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農事講習生一覽》（臺北：同著者，1915）頁 8。 
56 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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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放，據報導參與情況相當踴躍，也吸引許多人加入農會組織。57除此之

外，在各地辦理農作物的「品評會」，透過評鑑比賽引導臺灣人改良舊有的

種植法。不過農民對於官方政策未必能配合，一時也無法習慣新法，因此官

方往往發動廳內的職員、技術員，甚至是警察、保甲、地方仕紳等，在米種

改良措施進行時嚴格監督，地方安排的農事演講、品評比賽等也配合動員，

也就是說，除了統治者以外，透過地方菁英的協力，帶動由下而上的力量，

讓農業知識更深入民間。 

  總督府的米作改良事業，透過中央和各地農試場執行，原本「難以下

嚥」的臺灣米逐漸遴選出日本人能夠接受的品種，內地米也移植成功，「蓬

萊米」成功在日本市場打出名聲。而最初被認為「技術低劣」的臺灣農民，

在殖民者藉由農事講習的教育管道，培養出具備現代農業知識的種子人才，

加上地方農會與中央聯手運作，讓改良事業及農業知識普及民間，配合各地

的警察、保甲來監督實踐，這些由殖民政府帶來的新知打破農民的傳統和自

主性，逐漸影響臺灣稻作文化的「現代化」，不僅種植技術精進，品質也提

升，逐漸成為足以與日本米相提並論的優良米，對殖民者來說，這些轉變也

讓臺灣米能夠脫離蒙昧而「神聖化」。 

1918 年，桃園廳農會選定埔仔庄呂有順、中路庄簡新全、黃毝春三人

各耕種一分田，田地於 7 月 21 日設置，並在埔仔區役場舉行祭典，桃園廳

長及區長簡朗山等官員皆出席。水田必須清淨肥沃，灌溉便利無風害，並統

一由農會提供大豆粕和過燐酸石灰做為肥料。稻穀於 10 月收穫，揀選品質

較優者 2 石，脫殼後再精選出白米 4 斗，如此大費周章，目的是要作為 11

月 23 日臺灣神社新嘗祭所需的「神饌米」，同時提倡敬神觀念與獎勵農作。

58據報導，這是廳內的創始計畫，首次嘗試讓臺灣人在嚴謹的規範下，栽種

稻穀獻給神社的新嘗祭，顯示米作改良已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使得臺灣人有

足夠能力培育「神聖的新穀」。 

                                                      
57 〈新竹農會槪況（一）農談會と幻燈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 
58 〈新嘗祭獻納米〉，《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7 月 2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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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獻給「天皇」的穀─宮中獻穀 

就日治前期而言，臺灣種植的稻米只用在島內的祭典，即使 1915 年曾

供應皇室大嘗祭新穀，但沒有形成固定的例行公事。日本領臺 20 年以來，

政治、經濟已趨穩定，米作改良有大幅進展，也曾由桃園廳下的農民嘗試栽

培祭典新穀，此時已翻轉過去「舊慣溫存」的宗教政策，準備扶持國家神道

在臺灣發展。1920 年代開始，總督府調整對臺的統治策略，在治臺方針的

轉變下，臺灣的米穀也計畫由臺灣各地輪值栽培，獻給日本的天皇「品

嘗」。 

一、臺灣米成為「獻穀」 

  日本領臺以來，國家神道態勢不振的情況在 1915 年有了改變。當時總

督府正為宗教政策的方向舉棋不定，結果 5 月下旬爆發西來庵事件，促使總

督府開始重視臺灣的宗教問題。1916 年進行全島性宗教調查事業，於 1918

年 6 月設立總管神社、宗教事務的「社寺課」，其主要工作是處理神社、神

職人員制度，並總管其他宗教事務，當然最重要目的便是扶植國家神道在臺

灣的發展。1923 年，總督府將宗教法規中與神社相關的部分廢止，讓神社

脫離「宗教事務」，意味著神社所屬的國家神道不再具一般宗教的性質，確

立其「國教」的地位，至此才穩固國家神道在臺灣的法制基礎，而能夠推動

臺灣人的教化事業。59 

臺灣的宗教政策轉趨積極，總督府統治臺灣的策略也有所調整。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興起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風潮，為了避免民族自決

的聲浪在臺灣掀起，總督府開始討論如何加強地方統治權力、修正地方制

度。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他向原敬首相提出「內地延長主

義」的殖民地政策，獲得首相同意，於是治臺方針便採取「內臺融合」的同

化政策，目的是「教化臺灣人，使其成為純日本人」，且為了讓「文明恩

澤」的觸角深入民間，地方制度也加以重整。1920年發布律令，將臺灣改

                                                      
59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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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州、市、街庄制，全島分成5州2廳，共設有3市263街庄，60在10月1日正

式實施地方制度。 

與此同時，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開始籌畫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1920

年10月19日，他指派内務局長川崎卓吉，擬定新嘗獻穀的相關事務；隔年4

月13日，拜訪掌管宮廷庶務的宮內大臣牧野伸顯，討論讓臺灣新穀加入宮

中新嘗祭之事。61此事推動地相當順利，該年7月即表示臺灣將加入「天皇

親嘗」的獻穀行列，擬透過各州勸業課，遴選州內勤於農事的篤農家及蕃地

的蕃人種植獻穀，提供精米一升、精粟五合，62 

  1922 年 7 月 7 日，田健治郎總督在地方會議上向各州廳長官訓示獻穀

的意涵： 

（宮中）新嘗祭由各地方農民代表性地獻納新穀，然而卻遺漏了

臺灣，我感到相當疑惑，去年我與宮內大臣討論此事，宮內省表

示相當樂見其成，因此決定今年起每年由一州提供新嘗獻穀。新

嘗祭是朝廷儀式中最重要的祭典，我國以農立國，將作物初結實

的稻穗獻到神前，由天皇親自舉行祭典，是自古以來就相當重大

的儀禮，對臺灣來說，更是一件極為光榮的事……，各地方在耕

作時務必思考這樣嚴肅的意義。63 

由此可知，田健考量的是新嘗祭對日本國家的意義，他強調新嘗祭儀的神聖

肅穆，以及臺灣米能夠參加的光榮感。不過同樣的會議上，總務長官賀來佐

賀太郎還提到了獻穀的其他意義： 

（臺灣新嘗獻穀）是用在朝廷最重要的儀式，其次則包含有農事

                                                      
60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41-142。 
61  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0-10-19、1921-04-13」，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1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

u.tw/tdk/田健治郎日記/1921-4-13。 
62 由於臺灣西部農民鮮少種粟，最初計畫統一由東海岸行政區內的生番耕作。〈天皇親ら

御獻穀の供御米を我臺灣からも品行方正な篤農家や東海岸蕃人等の耕作した粟も由基

田主基田の儀に則つて謹作〉，《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3 日，第 7 版。 
63 不著撰人，《總督總務長官訓示》（1922），不詳，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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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的意涵，因此希望耕地及耕作人的選擇要充分地注意。64 

亦即，臺灣獻穀有兩個層面的考量，一個是透過種植過程培養人民對國家的

認同；另一方面，栽種獻給天皇的米，又具有鼓勵農作的效用，也就是說，

獻穀活動是種教化事業，同樣的論點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編輯欄〈日日小

筆〉也再次強調，尤其是農作的部分「現在臺灣的農民在農業經營上，相對

性的幼稚，今後要利用這樣的機會給予獎勵。」65而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新

嘗祭與獻穀，報紙連續三天刊登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的投書，內容主要闡述

皇宮的新嘗祭如何舉行，祭典在歷史上的演變，以及臺灣獻穀的源起及栽種

要點等等，其中揭示的耕種注意事項為： 

耕作地選在有水利之便、地勢較高不易潮濕之處，避免過於接近

住家而導致汙穢物混入，也要避開墓地、屠宰場、胎盤埋藏處等

不潔之地。耕作者的選擇有農事獎勵的意涵，務必慎重。必須要

品行方正、家庭和睦，謹守自耕農本分的模範人物。若家中有人

服喪、遭逢事故、與他人嫌隙，或曾遭受刑罰者皆不宜推薦。 

肥料應使用菜種油、油粕、綠肥草木灰等潔淨品，禁止使用人糞

或其他不潔物。其他如獻納米粟的精白法、容器製作法、監督的

要點等等也已訂定。66 

由於穀物乃獻給天皇，必須營造聖潔的育成條件，至於注意灌溉與肥料的使

用，即吻合農作改良的要點，同時也隱含現代衛生的觀念。67整體來說，栽

種地與種植者的選擇若與日本相比，原則上並無二致，以 1921 年愛知縣阿

久比村的獻穀紀錄來看，同樣也強調栽種人的品行、家庭狀況、農業能力

等，不過並沒有要求栽種地須具備水利條件，也沒有註明肥料的使用，不過

卻特別提醒栽種地、種植過程以及相關人員皆須注意傳染病的防治。 68另

                                                      
64 不著撰人，《總督總務長官訓示》（1922），不詳，頁 37。 
65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7 月 6 日，第 3 版。 
66 〈就新嘗祭供御米献納而言（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67 獻穀栽種過程中極端的潔淨要求，是受到近代神道清淨觀，以及歐美的衛生觀念影響，

最初在 1909 年的〈登極令〉制訂大嘗祭「拔穗之儀」清淨衛生的規則，進而影響新嘗

祭的獻穀規定。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

文化財》（東京：校倉書房，1997），頁 155。 
68 真田重治編，《新嘗祭献穀記念録》（愛知縣：献穀畠奉賛会，192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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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除了田地的奉仕人（耕種者），還需選出獻穀者，也就是獻穀代表，阿

久比村的審核標準是該人所擁有的土地適合與否、品行經歷、傳染病的有

無、資產情況等，臺灣在這部分則沒有特別說明。 

  臺灣獻穀事務從 1922 年開始，首先由臺北州負責該年度的「獻穀米」

及「獻穀粟」。總督府內務部乃透過臺北州勸業課和農會，挑選耕作地與耕

作者，該年 1 月 14 日，州知事高田富藏會同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內務部

長田阪千助、州勸業課長及技師等人勘查獻穀田地點，選定七星郡士林庄員

山仔腳（今士林芝山岩旁）的水田，此地不僅位在「聖域」臺灣神社後方，

緊鄰的芝山岩對殖民政府更有特殊意義。69田地大小約一分，因有芝山岩作

屏障而風害不多，周遭環境清幽，取水、排水良好，土地亦相當肥沃70。獻

穀代表及副代表為當地住戶吳順、簡春塘，同時選出 8 名耕作者。71 

  耕作者及田地確認後，卜定 1 月 30 日舉行「地鎮祭」，以祈求田地平

安，於上午 10 點 30 分舉行。當日在田地北方設置祭壇，獻穀田四周以青竹

及注連繩圍繞，界定田地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域，角落立柱，上書「新嘗祭獻

穀田臺北州」字樣。除神職人員、獻穀者外，總督府內務部長、社寺課長、

臺北州知事、七星郡守及相關職員皆出席祭典，當地居民、社子公學校的教

師學生，以及明、後年輪值的新竹州、臺中州也派代表前來觀摩，顯見州政

府對獻穀的慎重。儀式上耕作奉仕人身著全新的作業服，使用全新購置的整

套農具，在田地行「鍬入式」，也就是象徵性地以鋤頭耕地。儀式結束後，

劃出一部分田地以短冊形秧田育作秧苗，品種為士林常見的「短廣花螺」

72，移植之前，秧苗需施肥 2 次以利成長。 

  移植秧苗的「田植祭」日期視秧苗發育情況而定，時間選在 3 月 6 日上

                                                      
69 芝山巖是日本在臺灣設置的第一座近代教育機構：國語傳習所的所在地，被日本政府視

為臺灣教育的發源地，而在芝山巖事件殉難的六氏先生，也被詮釋成忠君愛國的精神表

現，即所謂的「芝山岩精神」，因此第一座獻穀田設在芝山巖旁，或許也可作為同化、

教化事業開始的象徵。方孝謙〈「內涵化」與日據芝山岩精神的論述：符號學概念的試

用與評估〉《臺灣史研究》1：1（1994 年 6 月），頁 102。 
70 〈新嘗祭に灣米獻上  初穗田は芝山巖附近〉，《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15 日，第

7 版。 
71 〈獻米田  鎭祭 る三十日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8，第 7 版。 
72 短廣花螺為在來種，清代即已普及臺灣，由於產量高，穀粒外觀與口感與內地種較為接

近，經常被選作農試場改良品種。米種改良事業之後，七星郡的限定品種之一即為短廣

花螺，在 1922 年的統計中，栽種面積僅次低腳花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

彙報 第十三號 水稻品種及其分布面積》，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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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0 點舉行，距離地鎮祭相隔 35 天，田地先以大豆粕、過燐酸石灰、硫酸

安母尼亞、木灰等施肥一次。73祭典當日，同樣有總督府內務部長、社寺課

長、臺北州、七星郡守及地方居民、公學校等相關人員參與，田地分成五等

分，由 8 名耕作奉仕人以正條植的方式，依序將秧苗移植到田地，整個過程

約 2 小時完成。74 

  5 月 31 日，七星郡守館與吉到獻穀田視察，此時稻米已開花結穗，預

估 6 月下旬至 7 月初舉行「拔穗祭」，最後祭典定在 7 月 1 日，此間經歷 3

次除草稗拔及 1 次追肥。由於穀物已將收穫，相較於前面的祭典，拔穗祭的

規模更為盛大，除先前參與的官員外，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亦出席祭典，

附近庄民甚至帶著飲水食物一早便到現場聚集。75拔穗祭由高田知事擔任拔

穗使，在勸業課技師的引導下進入獻穀田，依序摘下 24 枝稻穗，再轉交給

神職人員獻到祭壇。儀式結束後奉耕人將所有稻穗收成，連同獻穀粟送到州

農會的倉庫存放。76 

  雖然種植獻穀粟的獻穀畑以蕃地為主，但在獻穀第一年的臺北州，卻選

在深坑庄，由漢人奉耕，推測可能是總督府尚未掌握蕃地事務，為了確保粟

的收成順利所致。栽種地位在木柵公學校（今木柵國小）前的高地，旱田大

小約 30 坪，獻粟代表為當地名望家張德明。77畑地以注連繩及竹編的圍籬

環繞，78且為了避免鳥害，吊掛如蚊帳般的細網將作物全部遮罩。79獻穀粟

採用鹿兒島的地摩種，80栽種流程與獻穀米大致相同，肥料種類也一樣，惟

                                                      
73 〈臺灣で初めての獻穀〉，《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1922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74 〈獻穀田の田植の祭 芝山巖麓に奉仕人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7 日，第

7 版。 
75 〈芝山巖に於ける獻穀田  拔穗祭 高田知事拔穗使を承り  昨日嚴肅に執行さる〉，《臺灣

日日新報》，1922 年 7 月 2 日，第 7 版。 
76 農會的農倉提供新式籾摺技術及改良的儲存設備，1920 年總督府即開始擬定農會設置

農倉的獎勵辦法，希望農會升級原有設施，使農會農倉成為地方的示範倉庫，以改善稻

米加工和儲藏技術，此後各地農會才陸續成立專屬農倉。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

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179-180。 
77 〈粟獻穀畑決定  臺北州文山郡木柵〉，《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 
78 注連繩是神道教的祭具，以稻草或麻編成，用以表示「神域」和「現世」的結界，因此

具有驅穢避邪的效果。  
79 〈新嘗祭に奉獻する  粟畑の地鎭祭  昨十一日木栅にて執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

22 年 3 月 12 日，第 7 版。 
80〈文山郡木栅の獻穀田地鎭祭  栗の種蒔きも同時に〉，《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9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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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性質有別，祭儀以及田間管理的施行有所差異。木柵的獻穀粟於 3 月

11 日舉行地鎮祭，儀式結束後播種，植株不再移植。6 月 24 日舉行拔穗

祭，各長官及木柵公學校學生列席參加，收成後同樣送至州農會倉庫。 

  待米穀完全乾燥後，10 月 3 日舉行「精白式」，由社寺課長、技師及七

星郡相關人員執行，從脫殼精製的白米中挑出色澤形狀優美者共 1 升，再以

白絹打磨，粟舂搗過後也細選出 5 合，各自收入阿里山檜木製的木盒中。81

獻穀米及獻穀粟由內務部長帶到總督府，並向總督報告獻穀從選地到收成的

始末，之後由總務長官攜至東京宮內省，82與來自全國一道三府四十三縣及

朝鮮的獻穀一同供給該年新嘗祭使用，至此臺灣獻穀的奉獻流程才正式結

束。宮中新嘗祭舉行後，對於獻穀米及獻穀粟的代表，也由宮內省發出獻穀

證明函，經總督府、臺北州廳轉交給兩人， 83以表彰他們對獻穀種植的辛

勞。 

翌年的獻穀田為新竹州負責，經州知事親至現場勘查後才確定地點，

並選出奉耕人等。此後每年的宮中獻穀依逆時針序輪值，臺灣米穀正式以

「宮中獻穀」的形式進貢到日本，提供主持新嘗祭的天皇「品嘗」。84 

  

                                                      
81 〈獻穀米精白式 三日州の農場で嚴に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0 月 4 日，

第 7 版。 
82 〈臺北州獻穀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2 年 10 月 12 日，第 5 版。 
83 〈通達書傳達 獻穀米の〉，《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 
84 輪值的五州二廳中獨缺澎湖廳，主要原因是澎湖受自然條件影響，無法出產稻米，另一

方面，澎湖廳直到 1926 年才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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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臺灣獻穀田分布圖 

說明：臺灣獻穀米、粟的供應由五州二廳輪值負責，自 1922 年臺北州開始，逆時針依次

為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7 年一輪，最後再回到

臺北州，此輪值模式持續至 1944 年。 

資料來源：依據附錄一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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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臺灣獻穀畑分布圖 

說明：臺灣獻穀米、粟的供應由五州二廳輪值負責，自 1922 年臺北州開始，逆時針依次

為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7 年一輪，最後再回到

臺北州，此輪值模式持續至 1944 年。 

資料來源：依據附錄一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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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獻穀的運作 

  每年度的臺灣宮中獻穀由島內的 5 州 2 廳輪值，依逆時針方向進行，分

別是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及花蓮港廳。至

1944 年為止米和粟各有 23 處被選為栽種獻穀的獻穀田及獻穀畑，每處田畑

都有獻穀或獻粟代表。雖然臺灣米在米作改良後品質提升，已有日本米商將

臺灣米與滿州、朝鮮、樺太及日本內地各道府縣的米一同奉獻於明治神宮的

祭典，85不過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已不僅是祭典意義，日本政府著眼的其實是

透過栽種的過程，達到臺灣人的精神教化以及米糧生產的動員。 

（一）漢人與獻穀米 

1、獻穀地與獻納總代的選擇 

  原則上，栽培獻穀米的獻穀田位於一般行政區，而獻穀粟的獻穀畑選擇

蕃地，由蕃人種植，但由於各地族群組成不同，總督府視地區的差異而有不

同的考量，例如臺灣東部的族群以蕃人占大多數，尤以阿美族人口最多，原

則上屬於蕃地，但因為臺東廳與花蓮港廳的阿美族「溫馴勤勉」，分別在

1904 年、1914 年被劃歸為一般行政區的「平地蕃人」。86因此臺東廳獻穀便

由阿美族部落負責。至於花蓮港廳雖然也是平地蕃人居多，但廳內有三個官

營的日本移民村，栽培事業便決定由移民村的日本人經營，應為考量其稻米

栽培技術較佳，同時有獎勵移民村的作用。 

從獻穀栽種地的公布時間來看，州廳大多在負責該年獻穀的前一年度

就選定，不過因計畫進行的時間不同，也有在該年度才確定。地點從「候補

地」中挑選，而候補地數量不一，如 1927 年的臺東廳獻穀田候補地就有

5、6 處，87乃透過勸業課技師現地勘查，甚至連州知事也會一同前往，並在

                                                      
85 1922 年 10 月 1 日為明治神宮完工鎮座三年祭，及明治天皇逝世十年祭，由東京迴米問

屋組合事務所蒐集全國道府縣、殖民地的米各一俵奉獻，隨後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

也表示正籌劃臺灣米的奉獻。〈奉獻米〉，《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月報》，1922 年 10

月 5 日，第 12 版。 
86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臺灣史研究》19：2（201

2），頁 111。 
87 〈臺東の獻穀田  田は知本社 畑は卑南社〉，《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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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地方人士開會協商，確定田地後即擬訂栽培計畫。88田地的審核標準

中，耕作條件是一個重點，正如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在報紙所揭示的內容，

「土地高燥肥沃、灌溉便利、環境清淨」等，為了達到環境清淨的要求，田

地與人口稠密的街區有一定距離，也避免不潔之物混入，甚至要「遠離普通

水田」89。土地肥沃而排水良好、水源穩定乾淨是農業經營的基礎，耕種時

也能事半功倍，有助於豐收，事實上這些要點即是農業經營的知識，也是總

督府推廣米作改良事業以來所強調的，換句話說，設置獻穀田即透過「天皇

獻穀」的包裝，再次宣傳米作經營的重點。 

  在日本，獻納總代表即為田地的業主，而臺灣的獻穀田通常也由總代提

供，由政府支付「賃耕料」向其租用土地，因此地點如何挑選，其實也與獻

納總代有關，也就是「人」的選擇。雖然臺灣並沒有明確的總代篩選標準，

但獻穀是由上而下推行的教化事業，在統治者與臺灣耕作人之間，需要能與

雙邊溝通的角色，一方面肩負穀物產出的責任，協調地方人力與資源投入，

確保穀物品質，也要能與官方溝通，配合祭典和政策的施行。若從 23 次獻

穀米的正副總代名單來看，可以發現多委由當地德高望重、具有影響力的人

擔任，如任命當地的保正、庄長、地方仕紳，或是與統治者關係良好，致力

於農事的人，像是 1925 年高雄州的獻納總代為屏東九塊庄長龔天降，報導

即稱「郡下本島人努力於國家社會，以龔庄長為最云」；901931 年臺中州獻

納副總代郭燕檳，是 1920 年代初期就投入蓬萊米改良事業的「篤農家」；91

另外，臺中豐原的地方仕紳張麗俊，擔任 1924 臺中州獻納副總代，當時由

豐原街長奧青次通知他到郡役所面談，庶務課長蘆原貞次郎委任他此職，並

說此乃「十分名譽」之事，92日後張麗俊多次在個人日記裡提到巡視獻穀田

園、參與祭典、討論經費等工作內容。由此可知，以地方名望人士擔任正副

總代，不僅讓獻穀事務運作無礙，也能對地方民眾起示範效果，另一方面，

也是種懷柔、攏絡地方頭人的方式。  

                                                      
88 〈獻穀田畑の下檢分〉，《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0 月 25 日，第 3 版。 
89 〈臺東獻穀田 擧行播種祭〉，《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90 〈屏東獻穀田祭〉，《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2 月 17 日，第 4 版。 
91 〈獻穀田播種祭  二十四日擧行〉，《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 月 21 日，第 7 版。  
92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3-12-2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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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獻穀事務有一定程度依附仕紳頭人打入地方社會，但也有民眾主動

爭取奉獻。1937 年新竹州獻穀田選在苗栗公館庄，據說即由獻納總代林益

貞的兒子林隆獻毛遂自薦。林隆獻任職於苗栗郡役所，與政府人員熟識，在

新竹州遴選獻穀田之時，主動將家中的田呈報。林益貞是當地知名的堪輿

師，受地方人士敬重，林家的田地位在後龍溪沖積平原，透水良好，有湧泉

可供灌溉，經殖產局技師勘查後指定為獻穀田，93同時委託林益貞任獻納總

代，林隆獻是奉耕人之一。栽種獻穀田除了名譽上的「天皇榮耀」，更重要

的是可透過配合官方政策，與統治者維持良好關係。94 

2、人力來源與田畑配置 

  總督府執行獻穀事務，其目的除了農事獎勵，也培養臺灣人敬神崇皇的

精神，屬於社會教化工作的一環。臺灣的社教工作原本不受總督府重視，直

到 1926 年文教課升格為文教局，逐步建置社會教育行政結構後，社教工作

才開始提振，95同時間，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轉為積極，青年力量得以輔

助地方的教化工作。獻穀田的主要勞力，即從街庄的青年團、壯丁團、保甲

團當中選拔，以品行端正、身強體健、具有農業知識者為優先，或者從當地

的農業傳習所挑選學生，協助栽培工作，甚至因此提早入學，以盡快習得農

業技術。96遇到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事，州廳也安排支援，如 1929 年臺北州

的獻穀田地鎮祭會場布置，除了在地的宜蘭及員山庄青年團外，還動員宜蘭

農林學校全校職員及師生共 280 名，完成整地、架設祭壇與竹籬。97 

  獻穀栽培由州政府歲出臨時部編列預算，包含耕作費、祭典費以及所有

人事物資所需費用，並可向總督府申請補助，98 1924 年臺中州獻穀副總代

張麗俊，就在拔穗祭後與總代游龍江、役場職員於街役場討論耕種費和耕作

                                                      
93 林昌悅（1935 年生，林隆獻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劉增

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苗栗文獻》22（2006.6），頁 32。 
94 此後林益貞被選為篤農家，並曾在 1941 年接受表揚。〈農事の功勞者 本島で十氏表彰

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95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46。 
96 〈農業傳習所生から  獻糓出奉仕人を選定〉，《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2 月 25 日，第

3 版。 
97 〈獻穀田地ならし〉，《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98 如栽培管理費、乾燥加工費、穀粒精選費等，〈新竹州新嘗祭供御新穀獻納者ニ對スル

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3445 冊第 1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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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錢數目，99也就是說，總督府乃提供一定的報酬作為鼓勵獻穀的執

行，臺灣人並非無償提供土地和勞力。 

 

圖 3-3 1929 年臺北州宜蘭郡獻穀田，動員宜蘭農林學校師生協助整地 

圖片來源：〈獻穀田地ならし〉，《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3 日，第 1 版。 

  獻穀田規模龐大，總面積從上百坪到千坪不等，但實際耕作面積比例不

高，以 1928 年花蓮港廳獻穀田來說，2,250 坪的土地，本田只佔 144 坪，

其他包含秧苗田、預備田、沉澱池以及祭壇用地、通路和竹圍籬等設施（表

3-1），整塊場地呈長方形，寬 30 間、深 75 間（約為 55、136 公尺），最

外圍築土壘並設兩層的竹柵，其內分成來賓休憩所、祭典式場和本田三個區

塊，本田圍繞交叉的竹籬、注連縄，並種植竹子，左右及後方設預備田和沉

澱池，除此之外，另有 900 坪的參列員休息所。100 

  為表示對獻穀事業的重視，同時方便官員視察，當地政府會出資重鋪周

邊道路，或拓寬為汽車可通行之路，這些工作也由青年團及在地居民完成，

如 1932 年高雄州的獻穀田位於鳳山郡鳥松庄，即發動庄民改修鳳山、楠梓

通往獻穀田的道路。101這些硬體設施也成為民眾得以享用的「公共建設」。

除了交通設施，在總督府推動部落振興運動之下，1937 年苗栗公館的獻

穀，還在總代的住處外鋪設水泥埕，並設立升旗臺要求每日升降國旗，養成

                                                      
99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6-2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6-28。 
100 磯江龍，〈花蓮港廳献穀田〉，《敬慎》2：2（1928 年 5 月），頁 9。 
101 〈獻穀田へ  道を改修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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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尊皇愛國之心。102  

表 3-1 1928 年花蓮港廳獻穀田設施面積 

 

 

資料來源：磯江龍，〈花蓮港廳献穀田〉，《敬慎》2：2（1928 年 5 月），頁 9。  

*不包含 900 坪的參列員休息所。  

 

 

圖 3-4 1939 年臺南州虎尾郡二崙庄惠來厝獻穀田 

說明：該年的獻穀田總面積達 4,056 坪，規模相當龐大。  

                                                      
102 林昌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劉增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

田〉，頁 35。 

設施名稱 坪數 

本田 144 

苗代（秧苗）  12 

預備田 320 

預備田苗代 20 

祭場 900 

來賓休憩所 450 

沉澱池 30 

水道、通路、

田埂、圍籬 
394 

總計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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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虎尾郡獻穀田、獻穀田〉，《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2 月 24 日，第 6 版。 

3、品種及栽種技術 

  獻穀米種植的品種隨著米作改良的腳步而變化。最初使用經過汰選改良

後的在來種，如 1922 年臺北州七星郡的短廣花螺，或是 1924 年臺中豐原

的葫蘆墩米，103直到蓬萊米栽培成功且大規模栽種後，1929 年才開始全面

使用蓬萊米。該年獻穀為臺北州宜蘭員山庄負責，透過員山庄農事組合提供

嘉義晚 2 號栽種。1041931 年臺中州獻穀使用新品種臺中 65 號，105無論在米

粒的光澤、透明度及收穫量，都有難得的好成績；1061935 年花蓮港廳林田

村栽種新培育的吉野 1 號，也以優越品質獲得「逸品」的封號，107可見稻

米品種與獻穀品質有緊密的關係。為了配合 10 月穀物送交宮內省的期限，

臺灣獻穀都使用一期作。奉耕者為了避免「玷汙」穀物，須每日齋戒沐浴，

田地以官方推廣的短冊形秧苗、正條植方式耕作，使用全新製作的整套改良

農具，108肥料為菜籽油、油粕、綠肥或草木之灰，不可使用人畜糞便，109

除了維護穀物聖潔外，也避免細菌及傳染病在民眾間流傳。田植祭到拔穗祭

之間進行數次生育調查，確認秧苗長度、分蘗數、出穗、結實的日期等生長

狀況，110而祭典舉行、除草活動、天災病蟲害的肆應等也都要確實執行，

詳細記錄。 

如此費心照料，奉耕人不易徹底遵行，因此栽培過程中，從郡守、街

庄長及農事指導員等相關人員的親臨指導，到正副總代的巡視，再加上警

                                                      
103 當時葫蘆墩米的品種主要是烏尖與糯米。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5。 
104 嘉義晚 2 號為中央研究所嘉義農試場於 1926 年培育的新種，風味佳，獲得內地市場的

好評。〈獻穀米  蓬萊種に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4 日，第 7 版。  
105 臺中 65 號是末永仁在臺中州立農事場期間，花費 6 年心力，於 1929 年培育出的新品

種，隨即取代嘉義晚 2 號成為普及臺灣的蓬萊米種。末永仁，《臺灣米作譚》，頁 15。 
106 〈獻納米栗は好成績  臺中六十五號の賜もの〉，《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9 月 27 日，

第 5 版。 
107 〈花蓮港廳の新嘗祭獻納穀類  賞讃を受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9 月 3 日，第 5

版。 
108 〈獻穀田奉仕人〉，《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25 日，第 7 版。1930 年新竹州獻穀

的奉耕人，收到福岡市磯野七平寄贈的 2 具磯野氏深耕犁。磯野七平為福岡農具製造

商磯野鑄造所的經營者，此犁是末永仁與磯野七平合力改良福岡系統的犁具，於 1922

年成功研發的改良犁。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頁 376。  
109 〈就新嘗祭供御米献納而言（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30 日，第 5

版。 
110 〈獻穀田苗代成育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1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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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保甲系統，甚至是總督府官員視察，這些密集的「監督」都是要確保奉

耕人能戮力耕種，並提供必要的協助，以達到獻穀育作的標準，對其他農民

來說，獻穀田就如同模範田，向民眾示範一次農事應具備的耕作技術與態

度。 

4、祭典活動與穀物收穫 

  精心栽培下的獻穀，比起一般穀物已具備不凡的「資歷」，更經過多次

的祭典儀式而神聖化。地鎮祭、田植祭和拔穗祭背後象徵作物不同的生長階

段，舉行日期視作物生長情況而定，但也配合人事調整，例如 1923 年新竹

州獻穀的地鎮祭，就因伏見宮貞愛親王逝世而延期，111或者 1929 年的臺北

州獻穀，也因州知事需接待來臺的英國大使，以及川村竹治總督出差到日本

的因素，遂配合變更日期。112祭典除了神職人員外，總督府內務、殖產、

社寺及教育單位的官員都需參與，州廳街庄的官吏職員也要出席，然而

1927 年的臺東廳獻穀，卻由於該年天皇服喪暫停朝政，再加上臺東廳位置

偏遠，抵達不易，因此內務局和殖產局長皆不參加祭典，只在最後拔穗祭時

派技術人員列席，表示獻穀品質已通過檢查之意。 113當然，官員出席祭

典，隱含統治者視線深入地方之意，因此要求盡可能全員出席，不過對居民

來說，或許是另一種「光榮」。除了官員之外，在地的農業學校、公學校學

童都安排至現場觀禮，加上地方仕紳、領導人物，各教化團體及一般民眾

等，甚至也有記者團採訪，有時參加人數多達上千人，尤其日治後期進入戰

時體制，祭典規模越發盛大，動員觀禮的民眾也大幅增加。 

  不過屬於神道教的祭典對臺灣人而言，尤其是負責耕種的農人，儀式流

程相當陌生，1924 年臺中州的豐原街獻穀田在 1 月 8 日舉行地鎮祭，前一

日預先演練祭典儀禮，副總代張麗俊就在日記中提到，「齋主方引我二總代

執玉串並工人六名到神前行磬折之禮，但彼等俱是農夫，未能順序，引導數

回方散，」114 

                                                      
111 〈播種式は延期〉，《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2 月 8 日，第 7 版。 
112 〈獻穀田地鎮祭  二月一日に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 月 29 日，第 2 版。 
113 不著撰人〈臺東獻穀田〉，《まこと》62（1927 年），頁 6。 
114 張麗俊作；許雪姬等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1-0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徵引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taco.ith.sinica.edu.tw/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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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典舉行前，報紙會提供鐵路接駁資訊，建議參列者搭乘， 115也因

為有些地點位置偏遠，必須提早前往，沿途順便賞景遊覽，宛如出遊一般。

像是 1926 年高雄州神社負責庶務的社掌竹下種長，就寫下前往獻穀米拔穗

祭的〈九塊庄記行〉，內容描述搭乘糖業鐵路的景致，且不斷藉由所見所聞

創作俳句； 116祭典最後，州知事或其他官員會在現場對民眾宣講獻穀目

的，包含尊崇天皇以及農事增產等，或是宣導其他政策。拔穗祭結束，代表

獻穀栽培順利完成，地方官廳設宴席慶祝，也犒賞總代及奉耕人的辛勞，

117對於此年度盛事，地方州廳甚至製作紀念品發送，1931 年臺中州大甲郡

獻穀田在拔穗祭結束後，贈送與會來賓 150 個由臺中工藝傳習所製作，刻

有「獻穀田」文字的木杯。118 

  米的碾製與挑選主要由技師在農會、農試場執行，採用官方推廣的新型

籾摺機器，但也有獻穀米粟在私人精米所碾製後於郡役所精選的記錄，119

或許有鼓勵民間使用新式精米設備的效果。另外也嘗試讓農業學校的學生試

作，如 1930 年的新竹州獻穀，先將農會選出的 6 斗精米，轉交南崁農業補

習學校，由 20 名學生篩選出 6 升的米，最後送到農試場精挑出 1 升的獻

穀，120並檢驗品質、統計米穀粒數。121。獻穀米以白布擦拭光亮後，連同

獻穀粟以生絲織成的「白羽二重袋」收納，裝在桐木或檜木製的二重箱中。

122米粟送到總督府並且呈報栽種經過，最後於宮內省訂出的期限 10 月 30

日之前，派員從基隆乘船護送至皇宮。 

                                                                                                                                                        
k/水竹居主人日記/1924-01-07。 

115 〈高雄州獻穀田〉，《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30 日，第 3 版。 
116 〈九塊庄紀行（上）〉，《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24 日，第 3 版。 
117 三角生，〈蕃人の獻穀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0（1925 年），頁 211。 
118 〈大甲郡の獻穀田記念杯〉，《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7 日，第 5 版。 
119 1933 年的高雄州獻穀米粟收成後，在鳳山街的億記精米所碾製。〈獻穀籾、粟精白〉，

《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120 〈獻穀米粟の謹調製〉，《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9 月 2 日，第 5 版。 
121 〈畏き邊へ獻穀の新米新粟〉，《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23 日，第 5 版。 
122 箱子的尺寸統一為長 5 寸 2 分，寬 2 寸 6 分，高 2 寸 5 分。〈新嘗祭獻穀米粟謹調〉，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8 月 2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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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929 年臺北州獻穀田地鎮祭及播種祭 

說明：由上而下分別是神官朗誦祝禱詞、鍬入式、播種式、參列人員，左下圓圖為耕種人

總代行拜禮。  

圖片來源：〈獻穀田畫報  儀式の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2 月 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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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1928 年花蓮港廳大嘗祭獻穀執行米粒挑選作業 

圖片來源：〈光榮に輝やく吉野村─新穀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9 月 4 日，第 5

版。 

 

圖 3-7 1934 年臺東廳獻穀，右為米 1 升，左為粟 5 合 

圖片來源：〈本年の神嘗祭に臺東廳より獻納の新穀〉，《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註：原圖片標題「神嘗祭」應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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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穀物獻納之後 

經過半年合眾人之力的悉心栽培，種植完獻穀的田地，有的由業主無

償捐出，經當地青年團體指定為永久模範田，提供當地神社所需用米，也紀

念獻穀榮譽及作為農業典範。123收穫的穀物選出送交皇宮的部分後，剩餘

米粟分予相關人員，如總代、奉耕者以及當地的神社使用，1925 年的臺南

州獻穀還分配給州協議會員，124至於祭典所用的祭器也奉獻至神社，耕作

的農具、祭服則由奉耕人帶回。1251928 年適逢昭和天皇的大嘗祭，該年獻

穀的花蓮港廳，也將剩餘的米交由臺中專賣局製酒，提供給島內 21 個神社

在新嘗祭典使用。126宮內省收到臺灣獻穀，便發送受納證明，上面記載獻

納代表的姓名，由總督府轉交給本人，表彰獻納總代的辛勞。也有州廳長另

外頒發感謝狀及銀牌，127或是致贈特製的玻璃花瓶以資獎勵。128 

       為了為強化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涵養國民精神，在獻穀栽培的過程中，

官方不斷透過報紙、雜誌宣傳宮中獻穀的「無上光榮」，強調在政府「嚴

選」下所決定的耕作地，當地居民都「沐浴在天皇的恩澤」中，對於即將耕

種獻穀的奉耕人，也形容他們無不「心虔志誠地戮力耕作、細心養育」，以

最尊敬的心將獻穀敬呈給天皇，天皇亦曾在祭典前親自檢視全國內外地所奉

獻的穀物，表達對獻穀事務的關心。1291927 年起，昭和天皇更在東京赤坂

離宮的水田親自栽種並收割稻米，品種為產量和品質都相當出眾的神力、豐

國及龜尾，130也從 1930 年開始，將收成的新穀供奉於新嘗祭祭典上，等於

親身向全國民眾示範農事勞動的過程，對獻穀事務更有鼓勵效果。131 

                                                      
123 〈昭和日新會擬存獻穀田為模範田〉，《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23 日，第 4 版。 
124 〈獻穀殘存米〉，《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1 月 27 日，第 6 版。 
125 〈獻穀米殘餘分與〉，《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 
126 〈御大典を壽ぐ美酒白酒黑酒を本島でも臺中專賣局工場で謹製〉，《臺灣日日新報》，

1928 年 11 月 8 日，第 1 版。 
127 〈獻穀米納付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8 月 27 日，第 5 版。 
128 林昌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 
129 〈新嘗祭獻穀天覽〉，《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22 日，第 7 版。 
130 〈天皇おん躬ら御田植 泥に塗れさせられつつ〉，《まこと》65，（1927），頁 2。  
131 昭和天皇對生物學研究有極大興趣，但宗教祭祀與自然科學是背道而馳的事情，因此

在他登基以前，多數時間埋首於生物研究，直到踐祚之後才較積極主持宮中祭祀，而

栽種水稻作物，可以視作天皇自身興趣與祭祀事務的共通點。原武史著，黃友玫譯，

《昭和天皇－未卸下的神性光芒》，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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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蕃人與獻穀粟 

1、獻穀地與獻納總代的選擇 

  相較於獻穀米，在蕃地推動獻穀粟的栽培，除了鼓勵農事的意涵，也藉

由農作使蕃人消除「暴戾之氣」，132地點的選擇與獻穀田不同，獻穀畑多設

於鄰近駐在所、學校或農業指導機構旁，之所以位在這些設施旁，是因為蕃

人與漢人社會文化的差異，選擇人多之處方能發揮教化的功能，另一方面，

蕃地尚未全面掌控，鄰近部落的統治中心以便於管理，這點與獻穀田以作物

適宜環境的取向有別。除此之外，在日本人做的舊慣調查發現，臺灣蕃人普

遍有作物的農事祭典，包含播種、摘穗和收穫祭，133因此，獻穀地也會選

在部落原本的祭典區域，試圖嫁接在蕃人的舊有慣習。134獻納總代的選擇

與獻穀米相同，正副總代多為部落有力人物，如頭目、社長等。 

  獻穀粟也有 2 次為漢人栽培，分別在 1922 及 1929 年。1922 年是臺灣

首次栽種獻穀，可能為了確保收穫，故交由漢人獻納；另一回在 1929 年，

該年度原本預定在蘇澳郡蕃地的寒溪蕃童教育所，但相隔一週即變更為同郡

的大南澳，135該地是大南澳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所在地，即大南澳移民事業

進行之處，推測可能同樣與蕃地控制力尚淺、且與獎勵移民開發有所關係。

136 

2、人力來源與田畑配置 

獻穀畑從蕃地部落挑選品行端正、身強體健、具有農業知識者的青年

耕種，也進一步為此組織青年團負責， 137不足的人力，甚至協調漢人協

                                                      
132 武田生，〈獻穀拔穗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7（1923 年 10 月），頁 111。 
133 不過各族群祭祀的作物除了粟、稻之外也有黍，因此有不同的祭典原由和形式，臺灣

總督府番族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第壹卷》（東京：同編者，1921），頁 136-1

43。 
134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北：同著者，1928），頁 346。 
135 〈新嘗祭の獻穀  今年は臺北州〉，《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15 日，第 7 版。  
136 大南澳是蘇花公路沿線的一處原野，為了達到農村建設的目的，1924 年總督府從臺北

州蘇澳郡、淡水郡、宜蘭郡及新竹州下遴選農家 104 戶共 736 人，移民至大南澳。最

初總督府設置移民指導所，為了能夠自治經營，1927 年廢止移民指導所，成立大南澳

購買販賣利用組合，讓當地農民經濟更圖發展。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臺北州農業要

覽》（臺北：同著者，1938），頁 77。 
137 〈蕃丁で組織する南勢青年團  獻穀粟耕作に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2 月 11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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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如 1937 年新竹州獻粟，有 35 名大溪郡青年團，徒步到角板山社協助

獻穀畑整地作業。138 

獻穀畑的面積大小和設施分配與獻穀田雷同，以 1936 年為例，近 7 百

坪的面積中，本畑（主要的旱田）只有 100 坪，祭場以外，道路及遮斷溝

（隔離溝渠）的比例最高（表 3-2）。139除了畑地本身的設施，位在山區的

獻穀畑，也動員全社進行道路改修工事，以利拔穗祭之相關人員進出。140 

表 3-2 1936 年臺北州獻穀畑設施面積 

設施名稱 坪數 

本畑 100 

預備畑 80.5 

祭場 405 

遮斷溝及道路  98.5 

總計 684 
 

資料來源：堤阡，〈新嘗祭獻穀畑地鎮祭並播種祭〉，《臺灣警察時報》245（1936 年 4

月），頁 121。 

 

3、品種及栽種技術 

關於獻穀粟所使用的品種資料較為缺乏，不過從現有的記錄來看，最

初移植鹿兒島的「地摩種」，141也或許是粟缺乏如稻米的大規模改良事業，

因此仍使用當地原住民熟悉、且適應本地風土的在地品種居多，由技師事先

至蕃社採種，以供地鎮祭播種使用。142栽培上同樣強調積極的管理及肥料

使用，透過州、郡勸業課人員給予「懇切的指導」，例如 1925 年臺南州嘉

義達邦社的獻粟，就在作物發芽後特地派 2 名技手上山指導奉耕人疏苗，拔

                                                      
138 〈大溪郡靑年團員が獻穀畑に奉仕  きのふ卅五名入山〉，《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

月 26 日，第 5 版。 
139 堤阡，〈新嘗祭獻穀畑地鎮祭並播種祭〉，《臺灣警察時報》245（1936 年 4 月），頁 12

1。 
140 〈新竹州南庄蕃地の  獻穀畑粟拔穗式〉，《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29 日，第 7

版。 
141 〈文山郡木栅の獻穀田地鎭祭〉，《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9 日，第 7 版。 
142 〈獻穀田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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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過密的植株。143從報紙的報導來看，多在強調總督府的農業技術對蕃人

的影響，即便是以往飽受蟲害而無法耕作的土地，也能結出「如同甘藷一般

手腕大」的粟穗。144 

4、祭典活動與穀物收穫 

對日本人來說，臺灣的蕃人是野蠻愚昧的，因此祭典進行間，「訓練有素」

的蕃人總代及奉耕人在依指示進退參拜，特別引起觀禮者的注意，145身為

頭目的正副總代還會穿上傳統的雲豹皮衣以示慎重，146也有排灣族蕃人吟

唱傳統歌舞，現場與會者及蕃地警察加入同樂。據報導宣稱，參加儀式的蕃

人，會因為祭典的森嚴和粟的收成而引發感觸，1934 年臺東廳里壠山獻粟

拔穗祭後，里壠山的布農族耕作奉仕人アリマンシケン便有如此感嘆： 

我並沒有選上今年的奉仕人，然而思考這次獲選奉仕工作的蕃

人，他們應該都不曾做過取人首級這種事吧。回想自己過去做過

的事，心裡感到不安，體悟到這樣是沒有辦法出現在神明面前，

只能悔恨自己。今年全因為獻穀畑的緣故而有豐收，我將會更加

恭敬地敬拜日本神明。147 

透過這樣的內容，更顯示出總督府意圖藉由獻穀粟的栽種，來達到教化蕃人

的目的，讓狩獵成性的蕃人成為「勤於農事的溫和民族」，148因此祭典除了

政府官員外，也安排鄰近蕃社列席觀摩。 1929 年臺北州獻穀粟乃由大南澳

的漢人移民耕種，使用日本種粟，參列拔穗祭的鹿皮社蕃人，見到穀物如此

豐收感到十分驚訝，尤其面對前所未見的品種，不禁說出「我種的粟從未如

此之大」的驚嘆； 149或許是當地蕃地事務已取得進展，7 年之後的 1936

年，再次輪到臺北州獻粟，同樣指定蘇澳郡大南澳地區，但已改由南澳社的

蕃人種植。 

                                                      
143 〈獻穀畑の第一囘間曳き施行〉，《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29 日，第 5 版。  
144 〈獻穀米栗  成育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26 日，第 2 版。 
145 〈獻穀粟畑の地鎮祭、播種祭〉，《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10 日，第 3 版。  
146 〈高雄州潮州郡の獻穀粟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 
147 〈神靈の加護厚く  獻穀畑粟の豐穰〉，《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6 月 29 日，第 3 版。 
148 總督府認為狩獵是蕃人性情暴戾的原因，鼓勵其養成農作習慣，可使蕃人性格溫馴，

是撫育的「積極手段」。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志稿  第二卷》（臺北：南天書局，

1995），頁 531。 
149 〈獻穀田拔穗式雜觀〉，《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6 月 1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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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蕃地的獻穀粟，除了安排鄰近蕃社前往觀

摩，郡下各庄的役場職員、學校師生還組織視察團參訪，總計人數達 650

人，由於獻穀所在地的シバジイ社（今新竹五峰鄉十八兒部落）鄰近著名景

點五指山和井上溫泉，視察團可順道前往遊覽，進一步促成島內的觀光旅遊

活動，150也留下殖民者對蕃地「他者」觀察的紀錄。151 

5、穀物獻納之後 

獻穀畑完成獻穀後，在統治者的鼓吹之下，許多部落於原地設立神

社，「永遠傳承皇室的恩澤」，152有些則延續獻穀功能，如 1937 年新竹州角

板山社的正副總代有感於「神靈庇護」，決議即使獻粟結束，每年仍於該畑

地耕種，供應臺灣神社及新竹神社的神饌及各部落使用；153另外，1934 年

臺東廳獻粟的里壠山社，頭目還希望明年能參與相關工作：  

獻穀粟所結的粟穗相當豐碩，是我們蕃社前所未見的事，這正是

日本的神靈護佑下的結果，因為這樣的庇佑讓粟大豐收，每個人

都相當歡喜地敬拜日本神明，明年請繼續在這個地方進行，尤其

我將會以頭目的身分奉獻勞動。154 

由於主食作物的豐產，使蕃人樂於接受這項工作，獲得實質利益。不過值得

注意的是，相較於稻米這項主食，總督府對粟的關心程度較低，不僅沒有進

行粟的改良作業，在部落裡實際推廣的是水稻，戰時也為了米穀增產，粟的

產量逐漸減少。蕃人獻納粟，目的是象徵其臣服國家統治，因此「米」仍是

總督府施行宮中獻穀的重點項目。155 

日本政府在臺灣進行的宮中獻穀，奉耕地點涵蓋一般行政區裡的漢人

                                                      
150 〈獻穀粟參觀者押すなく〉，《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6 月 16 日，第 6 版。 
151 例如高雄州神社的社掌竹下種長，在 1926 年到潮州ライ社（排灣族，今屏東來義鄉來

義村）參加拔穗祭，就提到晚上住在竹造茅草頂的屋宇，翌日祭典上，現場的蕃人及

兒童等，都睜著眼睛觀察姿態風雅的神職人員。〈ライ社紀行（下）〉，《臺灣日日新

報》，1926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152 武田生，〈獻穀拔穗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7：1923），頁 111。 
153 〈獻穀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154 〈神靈の加護厚く  獻穀畑粟の豐穰〉，《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6 月 29 日，第 3 版。 
155 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日本臺湾学

会報》（16，2014），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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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蕃地的蕃人，且透過輪值的方式，讓獻給「天皇品嘗」的新穀得以平均地

分布全島。其主要目的正如同最初總督府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時所宣稱，獻

穀之儀能夠振作尊崇皇室、敬拜神祇的心，涵養國民道德，讓臺灣人發揮同

樣的皇祖建國精神，也具有獎勵農事、振興產業的光榮意涵。156指定地方

頭人為獻納總代，成為獻穀事業進入地方社會的橋樑，配合青年團體的動

員，解決栽種獻穀的勞力問題，而自日治初期推廣的米作改良事業，也延續

在獻穀培育上，包含品種、耕作法及田間管理，更透過地方社會的統治網

絡，監督奉耕人執行。隨著作物成長而舉行的祭典，讓眾多高官親臨現場，

強化統治力量，也吸引民眾觀禮，宣傳獻穀事務。最後的穀物篩選、包裝，

更凸顯獻穀自始而終的謹慎態度，即便天皇從未親臨，過程宛如一場場儀

式，促使收穫的穀物「神聖化」，也讓獻穀地和參與者都歷經一場神聖的儀

典。 

相較於獻穀米，獻穀粟也有授產教化的意圖，同一時期總督府在蕃地

開展水田作，目的是利用蕃人生產稻米，作為商品流通市場，157而「農耕

民化」的蕃人也有利於統治管理，以進一步獲取蕃地殖產的利益。158獻穀

粟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被推行，成為理蕃政策的一環。 

總而言之，全島輪值的宮中獻穀，是透過「獻給天皇食用」的名義，

展開殖民地的經濟增產與精神教化，1930 年代以後，隨著日本開啟征服亞

洲地區的戰爭，這樣的目的就顯得更為重要，然而每年的宮中獻穀，米和粟

各只有 1 處栽種，影響層面著實有限。戰爭大幅提升了糧食和人力的需求，

日本勢必得加強動員臺灣的力道，也思考如何讓穀物奉獻的範圍「擴張」，

到了戰事緊迫的 1930 年代末，新嘗祭和新穀獻納事務在戰爭的催化下，規

模和形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156 臺南州警務部，《臺南州警察界展望》（臺南：同著者，1940），頁 66。 
157 陳秀淳，《日據時期臺灣山地水田作的展開》（臺北：稻香，1998），頁 30。 
158 未著撰人，〈献穀畑地鎮播種祭〉，《臺灣農事報》（316：1933），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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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シバジイ社獻穀畑 

說明：上圖為獻粟總代及耕種奉仕人，下圖為播種祭  

圖片來源：〈新竹州竹東郡シパジイ獻穀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3 月 15 日，

第 5 版。 

 

圖 3-9 1930 年新竹州竹東郡シバジイ社獻穀畑拔穗祭 

圖片來源：〈獻穀畑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7 月 7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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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戰時體制下的新穀獻納 

進入戰爭準備的「總力戰」體制時期，臺灣米穀的奉獻活動也發展到

另一個階段。日本布局亞洲的侵略計畫，在 1930 年代後逐漸明朗，1931 年

日本進入準戰爭期，臺灣總督府也推出一連串政策因應時局的進展。159由

於臺灣米穀產量可觀，不虞匱乏，配合前進華南和南洋地區的「南進政

策」，原本以米糖生產為主的臺灣殖民地經濟，開始轉向「工業化」；同時，

為了確保戰場人力動員，加強塑造精神層面的教化政策，讓臺灣人成為「皇

國子民」。1937 年中日爆發盧溝橋戰事，揭開大東亞戰爭序幕，以天皇為核

心的新嘗祭和新穀獻納活動，也在食糧增產、敬神崇祖的旗幟下盛大的推

行。 

一、米穀統制與社會教化 

  「米穀統制」最早在 1930 年代初實施，由於臺灣米大量進口日本，壓

縮日本農民的生存空間，再加上臺灣的蔗作面積受到水田擴張而減少，影響

製糖業的原料供給，因此需要抑制稻米生產。為了米穀減產，同時呼應戰爭

資源的整備，總督府從開始獎勵水田轉作能做為工業原料的「代用作物」，

如甘藷、黃麻、苧麻、蓖麻及落花生等。不過，即便水田面積有減少的趨

勢，但稻米的生產量依舊攀升，甚至在 1938 年創下高峰。160 

1938 年日本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日本政府得以對所有物資的來源以

及流通進行統一管制，特別是作為主食的米糧。臺灣總督府在 1939 年頒布

「臺灣米移出管理令」，開始積極統制米穀；同年 10 月發布「米穀配給統制

規則」，決定自 1940 年第一期稻作開始實施「總收購總配給」的全面統制

措施，從生產、儲存、加工、運輸、分配到銷售由國家全權掌控，除保留規

定數量的自食糧及種子外，需部送由政府指定的碾米加工業者，按總督府規

定價格強制收購。而所有收購的糧食，除撥交政府指定的配給業者外，其餘

                                                      
159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政策」的實像與虛像初探〉，《淡江史學》13（200

2），頁 190。 
160 林肇，《臺灣食糧年鑑》（臺北：臺灣食糧問題研究所，194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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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運往日本，併入其配給系統中，161臺灣米穀由市場導向的發展轉為中央

統配。 

  初期日本政府認為，東亞共榮圈內的稻米供需無虞，便在臺灣極力推廣

代用作物的種植，不過受到 1939 年朝鮮旱災影響，稻米產量大跌，臺灣米

的產量也在同一年下滑，使得日本規劃的米穀供需鏈出現斷裂，於是總督府

開始提倡米穀增產，鼓勵農事。1941 年總督府實施「米穀增產關係獎勵事

業實施計畫」，在各州廳農會增加 100 名專任指導員以及 3,069 名增產委

員，農會也以「農事實行小組合」為單位，舉辦增產獎勵競賽等。隨著戰爭

局勢緊繃，農事生產被視為展現愛國精神、報效國家的事業，農民更被賦予

「戰士」的封號。162然而戰爭時期人力和資材短缺，即便總督府口號喊得

響亮，稻米產量始終難以爬升。米糧生產不足，其它生活必須的飲食料和食

品又必須強制徵收，民間因此有各種私藏米糧的方式，或是省下自己要吃的

食物，將米糧流通黑市換取金錢以購買其它物資。163 

  除了控制糧食外，為了要培養臺灣人忠君愛國的心，具體工作就是展開

一連串的「國民教化運動」。總督府領臺以來的教化工作集中在學校教育，

對於一般國民的社會教化工作在 1930 年後才具體地展開。1930 年 9 月，總

督府發布「臺灣青年團訓令」，統一全臺青年團的設置標準及目標，強調

「留意國民精神之涵養，努力讓品行向上」及「發揚公共心、陶冶公民性

格、鼓吹奉仕於公共事務之風氣」 164，接著在 1932，展開「部落振興運

動」，陸續在市街庄底下設立「部落」為單位的團體，舉辦各種國民教化活

動；1934 年 3 月 1 日於總督府舉行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擬定了〈臺灣社

會教化綱要〉，包含「皇國精神的涵養、國語的普及獎勵、勤勞精神的訓

練、生活改善、公民精神的普及」165。1936 年總督府舉辦「民風作興協議

會」，邀集各局處官員、州廳長、學校校長及民間有力人士參加，討論貫徹

                                                      
161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2

26。 
162 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稻鄉，2004），頁 2

20。 
163 新竹縣芎林鄉的林礽清（1938 年生）表示，警察會嚴格查緝是否誠實繳交米穀，若被

發現私藏甚至會被打。家中以磚頭疊了一根空心柱，裡頭藏穀，最底下留一塊活動磚

為開口，因當時年幼四肢細小，由他負責將手臂伸入取出米穀，但這些米穀是要拿去

賣錢，並非自家食用。林礽清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164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臺北：臺灣地方自治協會，193

8），頁 114。 
165 不著撰人，〈中川總督の挨拶〉，《臺灣教育》381（193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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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精神和同化的民風作興政策，並要求部落振興會執行，內容涵蓋教化、

同化、除去陋俗、農事改良、衛生方面的施行事項。 

教化政策從地方社會著手，結合地方的保甲、青年團、農事團以及部

落教化組織，等成為新的教化網絡，試圖動員臺灣人「自發性」地實踐教化

工作。在這些工作項目中、敬神、祝祭日以及神社敬拜是必要項目，然而臺

灣的神社數量卻相當低，為了提升教化「硬體設施」的分布，讓神社深入臺

灣各地，1934 年總督府文教局向各州廳發出通牒，其要旨即為「在全島樞

要地區建設神社，使島民有敬神崇祖、感恩回報的誠意，同時也作為社會教

化的中心」，目標即為在各街庄都能創建神社，達到「一街庄一神社」的規

模166，同時也對所有民眾提倡到神社打掃、勞動服務的奉仕活動，並規定

各級學校的學生、青年團到神社參拜，讓臺灣人有更多接觸神社的機會。除

此之外，要求臺灣人的家中安置神棚供奉「神社大麻」，培養敬神崇祖的

心，讓敬神的觀念落實在生活起居。167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10 月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總督府更

加進一步推動臺灣人的「皇民化」，1941 年成立「皇民奉公會」，整合各項

教化工作的實施與指導，也因應戰爭態勢動員臺灣人勵行奉仕或節約運動，

甚至展開「寺廟整理」，抑制本土宗教信仰。新嘗祭的新穀獻納本身就有教

化和糧食增產的雙重意義，在戰時體制的催化下，各地的青年團、教化團體

成為動員的主力，衍生出更激進的活動型態。於是新嘗祭被政府冠上不同稱

號，創造新的祭典來擴大慶祝層面；而神社舉行新嘗祭所要用的米，也必須

動員更多人種植，讓臺灣人在耕種穀物中磨練出「愛國情操」，甚至除了

「米」以外，為了將種植的穀物親手奉上，就連臺灣人也跨海到日本奉獻。 

二、「新穀感謝祭」的實施 

  在戰爭食糧緊迫及教化事業厲行之下，感謝穀物收穫、強調天皇恩澤的

新嘗祭更顯得意義重大，但該祭典的核心事務在皇宮，不僅過程未公開，在

                                                      
166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編，《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臺北：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193

6），頁 372。 
167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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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也只有少數農家栽種給皇宮的獻穀，對民眾的支配程度相當低，於是

從 1936 年開始，日本在新嘗祭這天舉辦「新穀感謝祭」，邀集全國各府縣

的農家提供新穀和蔬果，一起奉獻到明治神宮，也要求各市町村在附近神社

舉行同樣的感謝祭。168不過在臺灣，響應的團體不多，總督府也沒有安排

臺灣人到明治神宮獻穀。 

  進入大東亞戰爭，食糧問題愈發重要，1942 年日本中央擴大舉辦新穀

感謝祭，甚至發起長達 7 日的「新穀感謝週」。期間的活動包含移動電影

院、話劇、演講、展覽會以及各式宣傳手冊海報的發放。感謝祭當天是新嘗

祭，「中央式典」辦在明治神宮，來自全國 1 道 3 府 43 縣和滿州、朝鮮、臺

灣、關東州等地供奉的新穀，以及山海物產共 1 千 1 百項，皆以青竹編的盛

籠陳列在神宮祭壇以及外院迴廊，同時安排食糧增產功勞者代表、農報食糧

報國聯盟等 80 個團體出席，結束後神官頒給來賓天皇御製的詩集、神酒、

新穀等， 169當天在東京產業組合會館，也舉行「食糧增產功勞者」，以及

「堆肥增產倍加運動」的優秀農業團體之表揚大會。170 

  與日本同步，臺灣總督府也從這年開始舉辦大規模的新穀感謝祭，主辦

單位為皇民奉公會，總督府給予支援，活動參考日本內地，在臺北新公園設

置臺灣神社遙拜所，由各州廳獻上新穀及代表性的農林水產，參拜的市民及

團體人數多達 2 萬餘人，171當天也表揚篤農家等食糧增產有功者。各州廳

則在轄內神社舉行祭典，活動內容仿照日本中央，亦即建立從中央到殖民地

一貫的祭典模式。市街庄則由地方教化團體發起各項活動，工廠、餐廳、家

庭也有感謝祭的相關行事。172以 1943 年桃園街為例，由皇民奉公會桃園街

分會發起活動，在住戶間傳閱的新穀感謝祭宣傳單上，揭示了活動旨趣： 

1、決戰下國民糧食之重要性的再確認。 

                                                      
168 〈新嘗祭を期して  全國で新穀感謝祭  國民擧つて神社に參拜〉，《臺灣日日新報》，193

6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169 〈擧國、新穀感謝一色へ  新穀感謝祭中央式典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0 〈食糧增產に殊勳甲  功勞者、優秀團體をきのふ表彰〉，《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1 〈五穀豊穰の喜び罩め  きのふ嚴かな新穀感謝祭  齋場に參詣者引もきらず〉，《臺灣日

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172 〈新穀感謝祭全島的に執行〉，《臺灣食糧經濟新聞》，1943 年 11 月 1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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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是立國根本，給予以敬虔的心尊崇農業的農民慰藉。 

3、讓非農家的一般消費者銘記粒粒皆辛苦。 

4、節約飲食，確立感謝生活，邁向最終勝利。 

5、讓天下充滿皇威，對外盡毀惡鬼；對內使新穀充滿倉廩，我們

身為天皇子民永遠為增產而效勞。173 

從旨趣可以看出，戰爭時局下鼓勵農作、節約糧食以及期許戰爭勝利的想

法。新嘗祭當天上午，桃園神社的祭典結束後，「農村慰安青年」組成遊行

隊伍一邊舞蹈、一邊演著行動劇，向民眾宣導感謝食糧、飲食營養、資源節

約的重要，內容包含：飯前飯後要心存感謝；食物必須完全咀嚼，以利營養

吸收；充分廚餘利用、減少資源浪費；開發野菜的食用功能等，另外也勵行

各家戶和團體捐輸金錢的「感謝儲蓄」。174從這些活動內容顯示，新穀感謝

祭的重點在於糧食問題，即要求民眾徹底實踐糧食的節約和增產。 

 

圖 3-10 1943 年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傳閱單 

圖片來源：洪晴峰提供  

                                                      
173 〈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回覽板〉（1943），資料由桃園文史工作者洪晴峰提供，該份資料

雖然沒有年分，但從上面註明的「11 月 23 日（火曜）」來推算應為 1943 年。 
174 〈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回覽板〉(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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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饌田的普及 

  神饌田的設置是為了涵養民眾「敬神尊農」的精神，屬於教化設施的一

種，田地的栽培管理和神道儀式與獻穀田相同，所生產的「神饌米」專門供

應神社的新嘗 

（一）島內神社的神饌田 

  神饌田的設置是為了涵養民眾「敬神尊農」的精神，屬於教化設施的一

種，田地的栽培管理和神道儀式與獻穀田相同，所生產的「神饌米」專門供

應神社的新嘗祭使用。就目前資料來看，最早設置的神饌田出現在宜蘭。

1931 年為〈教育敕語〉實施四十週年，宜蘭農林學校以此為由，在校園內

設置 128 坪的神饌田，田地分成本田和預備田，四周圍上竹籬，並特地新

鑿水井作為灌溉用水，由全校學生負責奉仕工作，收成後的神饌米以每個神

社一升的份量，獻給島內各神社在新嘗祭使用；175隔年中壢街青年團為了

喚起敬神觀念，也發起神饌田設置，場地則使用中壢公學校的實習田。176 

 

圖 3-11 1931 年宜蘭農林學校神饌米 

圖片來源：〈寫眞は既報州立宜蘭農林學校の島內各神社へ奉納した神饌米〉，《臺灣日日

新報》，1930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 

                                                      
175 〈宜蘭農林學校の敬神尊農計畫  校庭に神田を設け  神饌米を作り獻納〉，《臺灣日日新

報》，1931 年 1 月 28 日，第 5 版。 
176  事實上在前一年（1931），該校的實習田就曾將收穫的米穀獻給當地的信仰中心仁海

宮，以及臺灣神社、芝山巖與新竹神社。〈中壢公學校獻穀式〉，《臺灣日日新報》，193

1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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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年總督府推行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伴隨著各地神社陸續建造，

神饌田的數量才有明顯增加。雖然神饌田沒有明訂設置標準，不過從表 3-3

的統計來看，地點有農業學校，以作為校內師生的實習田，也有青年團、教

化團體借校園用地闢建田地，並擔任耕種人，這些團體也是耕作神饌田的勞

力來源，有些神社即使沒有設置神饌田，也有個人名義奉獻給神社的米。值

得一提的是東港萬丹庄的篤農家李劣，他在 1932 年阿緱神社的新嘗祭時主

動奉獻新米 1 斗，對此，神社的社司說了以下話語： 

這是近期一件珍貴的事，雖然以前農村裡每年的本島人奉獻，有

潮州郡內埔庄的鍾幹郎負責，不過他後來成為總督府評議員和庄

長了，因此現在開始又有一般農家獻米，不禁令人湧現崇敬神社

的念頭。177 

從這段談話可以看出，神社神饌都有民眾提供，而且往年固定奉獻的農民，

最後當上了評議員和庄長。這或許透露著奉獻神饌一事，除了能夠表達敬神

心意外，也是向統治者輸誠、獲取官職的方法。 

表 3-3 神饌田一覽表（1938 年以前設置） 

設置年 設置地 奉獻神社 備註 

1931 宜蘭農林學校  島內各神社  

1932 中壢公學校  中壢街青年團發起  

1932 臺南州 島內各神社 未註明地點 

1933 公館農業專修學校  
臺灣神社、新竹神

社、公館五穀宮  

剩餘米穀供奉校內神棚、製

作新年食物、發給相關人等  

1935 士林街 臺灣神社 臺灣神社常置設施  

1935 歸仁農業補習學校  新豐神社  

1935 北港街 北港神社  

1937 羅東女子公學校  羅東神社 羅東郡教化聯合會發起  

1937 東石農業實修學校  東石神社  

1938 苗栗街 苗栗神社 耕作人為劉阿任  

1938 七股庄役場旁  北門神社  

1938 曾文郡農民道場  曾文神社  

1938 新營街 新營神社  

1938 西松山公學校  
臺灣神社、建功神

社、稻荷神社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敬慎》、《臺灣神社誌》整理而成  

                                                      
177 〈阿緱神社へ 篤農家獻米〉，《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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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獻日本神社的神饌田 

  神饌奉獻在 1939 年開始進入高峰，這股「熱潮」從日本吹到臺灣，不

只提供臺灣的神社使用，還進一步奉獻日本內地的神社。1939 年 4 月，日

本本土的大日本青年團為了貫徹「敬神尊皇」觀念，並發揚勤勞奉仕，發起

全國青年團的「神饌奉獻」。各地青年團須耕作專屬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的

神饌田，精選出收穫的玄米 1 斗、178粟 2 斗，提供神宮、神社在新嘗祭使

用。179臺灣聯合青年團響應這個活動，動員各街庄青年團經營神饌田，不

過以高雄州及新竹州比較踴躍，各有 10 個青年團參與，最後共募集全島 31

個青年團種植的神饌米。180 

1940 年，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 2600 年，也是日本建國

2600 年紀念，日本展開盛大的慶祝活動，又在臺灣發起一波神饌田設置運

動，打出「一市郡一神饌田」的目標， 181同樣由各地青年團負責田地事

務。此次穀物將獻給橿原神宮、182明治神宮、靖國神社，以及臺灣神社和

神饌田所在地的神社等，最後收成的米以州廳為單位，青年團員一路捧持運

送，集中到臺北大直的總督府國民精神研修所。除此之外，帝國在鄉軍人會

臺北市聯合分會、基隆市聯合分會也發起橿原神宮的神饌米種植。183 

  在總督府動員的情況下，設置神饌田彷彿是「全民運動」，至於是否達

到「一市郡一神饌田」的規模，由於各州廳資料有限，筆者只參考臺北州和

高雄州的部分，根據表 3-4 與 3-5，顯示 1940 年臺北州有 9 郡 1 市設神饌

田，與全臺北州 9 郡 3 市相去不遠；184高雄州則是 1 市 7 郡，也接近全高雄

州的 2 市 7 郡，185以這兩州來說，規模幾乎是「一市郡一神饌田」，可以想

                                                      
178  玄米即為糙米，由於營養豐富，比起白米可以減少食用的份量，也降低副食品的需

求，可以達到節約糧食的效果，戰爭時期便大力提倡「玄米食」，因此神饌米也改用玄

米。〈玄米食 一石二鳥〉，《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179 〈全國の青年團  神饌田や畑を經營  神國日本の意氣を昂揚〉，《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4 月 6 日，第 2 版。  
180〈獻穀米東上  けふの大和丸で出發〉，《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181〈神饌米の奉獻式〉，《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11 日，第 2 版。 
182 橿原神宮建於 1890 年，是國家神道中的「創建神社」之一，供奉被視為第一代天皇的

「神武天皇」，而橿原神宮的所在地，即是當時神武天皇的皇居，其北邊為神武天皇的

皇陵。 
183 〈獻穀田拔穗祭〉，《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版。 
184 其中基隆市和宜蘭市沒有設置神饌田。  
185 唯獨高雄市沒有神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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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全島設置的盛況。不過兩州的神饌田經營模式略有不同，臺北州由當地或

鄰近的多個青年團輪流耕作，而高雄州則專由在地青年團負責，從表 3-4 也

可以看出神饌田的面積大小及人力概況，各地並沒有一定的配置模式。 

表 3-4 1940 年臺北州青年團經營神饌田一覽表 

郡名 地點 坪數 耕作人數 負責青年團 

七星郡 七星郡 56 160 北港、汐止 

基隆郡 七堵庄火車站前  178 - 七堵 

宜蘭郡 員山庄 450 - 
宜蘭、礁溪、四結、頭圍、二圍、壯

圍、古亭笨、公館、員山、北員山  

羅東郡 五結庄 126 160 五結、二結、茅子寮、利澤間  

蘇澳郡 蘇澳庄 60 47 馬賽 

文山郡 大坪林 144 30 大坪林 

海山郡 中和庄漳和 200 20 漳和 

新莊郡 新莊郡 100 230 
新莊、山腳、和尚洲、二重埔、三重

埔、五股、菁埔  

淡水郡 八里庄烏山頭  80 70 郡下各青年團  

臺北市 西松山公學校  64 30 西松山青年團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表 3-5 1940 高雄州青年團經營神饌田所在地表 

青年團名 地點 

屏東市公館青年團  屏東市公館 128 番地 

岡山郡左營青年團  左營庄埤仔頭 80 番地 

鳳山郡鳳山男女青年團  鳳山街赤山 114 番地 

旗山郡旗山第二青年團  旗山街溪洲 644 番地 

屏東郡九塊青年團  九塊庄東寧 203 番地 

潮州郡五溝水青年團  萬巒庄五溝水 811 番地 

東港郡新園男女青年團  新園庄仙公廟 174 番地 

恆春郡滿洲青年團  滿州庄 348 番地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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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神饌田與宮中獻穀的經營方式雷同，但從目前資料來看，神饌田並

沒有明文規定田地的選擇條件，也沒有挑選獻納代表，與宮中獻穀相比，報

章雜誌缺乏對自然環境、耕種條件的描述。此時的重點在於教化設施的廣

布，或許為了達到大規模種植，已無法像獻穀般嚴格篩選場所，不過既然要

獻給日本神社，依舊會選擇最適當的場所，如「土地最為肥沃」的田地種

植， 186也會有技師、指導員給予協助，確保神饌米能維持政府要求的規

格。 

隔年，同樣發動青年團經營神饌田；1942 年，原本奉獻的「橿原神

宮」改為「皇大神宮」187，各州廳精選出糙米 1 斗 5 升，將這些米碾製後

挑出 6 俵188，1 俵裝一袋，皇大神宮、明治神宮、靖國神社各奉獻 2 袋。189

不過日本神社的奉獻只持續到 1943 年，從新聞報導的內容可知，1944 開

始，神饌米的奉獻對象回到只有島內神社的模式，推測可能跟戰爭情勢的危

急有關。維持 5 年的神饌田設置運動，讓臺灣各地民眾都加入生產「神饌

米」的行列，除了青年團經營為主外，也有農林學校、國民學校等教育機構

設置，並以校內的師生作為耕作勞力來源，190設置在國民學校、公學校的

神饌田，還會選出「優良兒童」作為獻納代表。191田地選擇種植米或粟，

則依當地風土來決定，192也因為男性大多被徵召投入戰事，農事勞動力不

足，開始有女性奉耕者的出現。193神饌米奉獻後，剩餘的米則分給當地居

民食用。194 

                                                      
186〈神饌田播種祭  大坪林青年團で〉，《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8 日，第 5 版。  
187 皇大神宮為伊勢神宮的「內宮」，供奉皇室祖神「天照大神」。  
188 約等於 433 公升，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weight_m

easure。 
189 〈皇國青年の道精進へ  神饌米奉納式參列臺灣代表ら  神德景仰講習會を受講〉，《臺灣

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190 〈宜農校神饌田〉，《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 月 23 日，第 5 版。 
191 〈『ヨイコドモ』奉仕の神饌米、蔬菜  新嘗祭に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192 〈內外地靑少年團  來月神饌を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193 〈神饌田田植祭  宜蘭青年團奉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5 日，第 2 版。  
194 〈神饌用に新米  臺北市民に配給〉，《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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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1939 年板橋街神饌田田植祭，前排為著祭服的女子青年團員 

圖片來源：〈神饌田田植祭〉，《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8 月 13 日，第 5 版。  

 

圖 3-13 1940 年臺北州聯合青年團往國民精神研修所的神饌捧持行進 

圖片來源：〈奉獻神饌米を捧持行進〉，《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0 月 5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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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人到日本奉獻 

   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以及各地設置的「神社神饌」，其奉獻流程在

進入戰爭時期也有所調整。原本臺灣出產的穀物是由總督府官員帶到日本，

但這個時候，只有「物」的獻納已經不夠，為了讓臺灣人更接近天皇，加強

教化的影響力，開始安排臺灣人捧著栽培的米粟，親自到日本獻穀。 

（一）獻穀栽培者「上京」 

  自 1922 年開始在臺灣實施的「宮中獻穀」，由各州輪值皇宮新嘗祭所

用的穀物，強調此乃獻給天皇品嘗的稻米。但事實上，民眾從未見過「天

皇」，作為獻納的對象，「天皇」只是遙不可及的象徵。歷年來依固定模式進

行的宮中獻穀，一直到總動員時期才開始讓臺灣的獻穀栽培者「上京」。 

  1938 年臺中州大屯郡北屯庄的獻穀米收成之時，郡守淵上忠義提議讓

奉耕人到宮內省「直接奉納」，此案經總督府決議，選定奉耕人中的陳德

立，以及副總代游水成擔任「獻穀捧持者」，於 10 月 1 日帶著親自耕種的

米，連同郡守淵上忠義、北屯庄長林傳旺等人乘蓬萊丸至日本，將獻穀米送

交宮內省後，在同月 31 日返抵臺灣，195往後便依照辦理。每年遴選的捧持

人數不等，獻穀粟有時不在直接奉納的行列中。不過直接奉納的紀錄只有到

1943 年，推測可能與戰爭情勢緊迫，船隻、航線交由國家統制管理，投入

軍事用途有關。196 

  以 1941 年為例，獲選的是臺東廳新港庄的カイガ和かバス，他們由社

寺課長堀克夫及臺東廳勸業課長黃介騫帶領，10 月 10 日從臺東出發，15 日

抵達東京，20 日一早到農林大臣官邸領受紀念品，由大臣接見並表達感謝

之意，而負責皇宮祭典的掌典星野輝興再次說明新嘗祭的意義，並與他們合

影紀念。中午 12 點過後，進入皇宮內部，於宮內省舉行上納式，將帶來的

臺灣米粟獻上，午後 4 點參觀新宿御苑。此後兩人又到伊勢神宮參拜，途中

                                                      
195 〈光榮の代表 獻穀米を捧持して上京〉，《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196 由於輪船受到軍部的徵用，從 1942 年度開始，臺灣航線的航班及客運量都持續下滑，

再加上臺灣的海運體系開始遭受美軍攻擊，推測可能都影響到獻穀的直接奉納作業。

蕭明禮〈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南投：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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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イガ表示： 

能平安的將獻穀奉上，是無比光榮的事。來到東京，讓我的所見

所聞有很強烈的感觸。今天懷著相當敬畏的心參觀御苑，可以獲

准參訪，我只有無限的感激，未來將朝著更進一層的農業大國邁

進，做為一個優秀的日本國民而從事奉公的體悟。197 

由各州輪值的宮中獻穀，透過直接奉納讓臺灣人帶著家鄉的米粟前往日本，

親自將穀物獻給皇宮，並且到各地參觀，不免讓耕種的臺灣人感到意義非

凡，激發感激之意，當然這無非是殖民者統攝人民的一種手段。 

表 3-6 獻穀米粟直接捧持者 

年分 獻穀地 獻穀捧持者 身分 

1938 臺中州 陳德立、游水成  獻米奉耕人、副總代  

1939 臺南州 梁三水等 獻米奉耕人 

1940 高雄州 李劣 / 中島千太郎  獻穀米 / 粟總代 

1941 臺東廳 カイガ / かバス 獻穀米 / 粟總代 

1942 花蓮港廳  
納富長右衛門、植村明等

共三名 獻米總代 

1943 臺北州 
林良成、林義財 / 

山田大作、矢野啟行  獻穀米 / 粟奉耕人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二）神饌的「直接捧持」 

  為了培養「敬神崇農」的精神，臺灣總督府從 1939 年開始，動員全島

各街庄的青年團經營神饌田，各州神饌米經遴選後集中於臺北的國民精神研

修所，除此之外，總督府也從全臺青年團中，選拔出「神饌捧持者」，作為

攜帶臺灣神饌米，前往日本神宮、神社親自獻納的「臺灣青年團代表」。 

 

                                                      
197 〈臺灣からの獻穀 滯りなく上納終る 奉耕者に新宿御苑の拜觀を差許さる〉，《臺

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21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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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神饌米直接捧持者 

年分 指導者 獻穀捧持者 住所 

1939 （未設置） 高樹枝、林深坑  臺南州斗六郡莿桐庄  

1940 （未設置） 
臺中州青年團員 3

名 
臺中州 

1941 

小原田一幸 

（總督府文教局

社會課囑託）  

澤田豐次 基隆郡萬里庄野柳 6 番地 

邱仕澤 苗栗郡通霄庄 305 番地 

□□士 臺中州員林郡大村庄  

林明中 臺南州虎尾郡虎尾街  

□丁巳 高雄州岡山郡彌陀庄梓官 305 番地 

ナノブノ 花蓮港廳鳳林郡鳳林街富田 46 番地 

1942 

北村海三郎 

（新竹州社會教

育書記） 

黃朝孝 臺北州羅東郡  

胡糶 臺中州員林郡  

徐穗勝 新竹州大溪郡  

蔡自在 臺南州北港郡  

徐樹英 高雄州屏東市  

井手末吉 花蓮港廳花蓮郡  

資料來源：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整理而成  

首次獲選前往日本獻神饌者，為臺南州斗六郡莿桐庄的林深坑、高樹

枝。高樹枝時年 27 歲，據說是因為在青年團中表現傑出而獲選，他與林深

坑兩人作為臺灣代表，帶著各州廳奉獻的神饌，在斗六郡役所庶務課木幡幸

吾率領下，從基隆乘船到東京。11 月 20 日，和 109 名全國青年團代表在明

治神宮獻上神饌，22 日至靖國神社奉獻，瞻仰「護國英靈」。儀式結束後，

獲頒獎狀及獎章表揚。198據報紙報導，兩人「閃爍著滿臉感激」地做了以

下描述： 

今天來到光榮的奉獻式，讓我打從心底深刻的感覺到，流著汗水

奉耕的神饌田是要透過親身實踐來經營的。我想，明年我會更盛

                                                      
198 高清木（高樹枝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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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慎重地來執行這項工作。199 

這篇報導彰顯「臺灣代表」的榮光，也看見「直接奉獻」作為激發臺灣人愛

國崇農之心的手段，此後每年都從青年團中遴選代表前往日本。1941 年開

始，改由總督府派一名指導者領銜，除臺東廳外，從 5 州 1 廳各推出一名代

表共 6 人，先到東京與全國青年代表一同參加「神德景仰講習會」，接著才

至神宮奉獻神饌。200 

  1943 年開始，受到戰爭時局下輸送的問題影響，不再派捧持者到東

京， 201該年由派駐東京的臺灣青少年團本部負責人武田義雄擔任臺灣代

表，202各州挑選的代表直接於臺灣神社、護國神社及建功神社舉行神饌奉

告祭，結束了臺灣青年親自「上京」奉獻神饌的例行儀式。然而各地獲選青

年團的神饌田依舊持續種植，也不斷提供給神社祭典之用。 

  日本在戰爭時期糧食需求孔急，總督府乃宣導民眾勤於耕作、節約米

穀，神饌田的設置便有鼓勵農業生產、敬愛穀物的意涵。另一方面，明治神

宮、橿原神社供奉明治天皇及神武天皇，靖國神社祭祀為近代天皇制國家捐

軀的戰死者，這些「創建神社」的興建皆在宣揚國家神道及軍國主義；皇大

神宮供奉的天照大神被視為皇室的祖神，也是全日本國民的總氏神，尤是

「皇民」須加倍尊崇的神明，因此到日本奉獻神饌米，表現的是國家與國民

精神的強化與統合，也不斷地倡導「敬神崇皇」的天皇崇拜。 

  皇室、國體、神社形成三位一體的國家神道，其中的天皇為絕對核心，

日本政府以此為軸發動全國性政治、社會、文化的同質化運動，貫徹天皇崇

高地位的結構，實踐國民統合。日治時期臺灣的新穀獻納事務在這種背景

下，成為連結天皇和農業的關鍵，而人民以身體實踐農作生產的目標，並達

到精神塑造，表現出對天皇的忠誠，更是殖產興業方針下，讓臺灣米穀改良

                                                      
199 〈本年から臺灣米も 神饌の光榮に けふ靖國神社に奉獻〉，《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3 日，第 2 版。  
200 〈皇國青年の道精進へ  神饌米奉納式參列臺灣代表ら  神德景仰講習會を受講〉，《臺灣

日日新報》，1942 年 11 月 7 日，第 2 版。 
201 〈神德景仰の赤誠稔る  神饌米の奉獻奉吿祭〉，《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1 月 17

日，第 3 版。 
202 〈大日本靑少年團  神宮神饌奉獻式〉，《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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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產的手段之一。這樣的獻納事業隨著日本國境的擴張，逐漸遍及朝鮮、臺

灣、樺太甚至是南洋地區，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新穀獻納圈」。 

  透過「天皇親嘗」和「敬神尊皇」的宣傳， 從 1922 年各州輪值宮中新

嘗祭的獻穀，及 1939 年起各地青年團奉獻到日本的神饌米，都讓屬於「天

皇」的米廣泛地分布於臺灣各地，這些「米」彷彿也成為天皇的分身。雖然

神道信仰未必浸透臺灣人的思想，但種植過程祭儀的施行，各級政府與人力

的動員，特別是獲選的獻穀代表，以及政府因新穀獻納而對當地施與的建

設、附加的榮譽等，都讓民眾印象深刻，使得「米獻給天皇」成為居民的記

憶。 

  然而屬於國家神道結構下的新穀獻納，祭儀活動都具有政府強力動員的

性質，因此 1945 年政權轉換，就不再有推動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國民

黨政府為了確保政權穩固，戰後隨即展開文化建構工作，重新型塑臺灣人的

文化認同，隱沒不同政權的歷史。臺灣人記憶裡的日治時期稻米與天皇經

驗，面臨下個時代的考驗，靜靜等待復甦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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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皇米」的再現 

  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強力宣傳國家神道，目的是為了讓臺灣人能夠效

忠政府，然而，國家神道的傳布是以國家資源作為後盾，教化事業都是官方

動員，因此當日本結束殖民統治時，推動的力量來源便斷絕，臺灣人回歸原

本的信仰風俗。1新嘗祭的獻穀和神饌為國家神道的一環，同樣是由上而下

推行的教化事業，戰後臺灣停止祭拜神社、不再崇拜天皇，新穀獻納的習俗

沒有在民間形成，自然也無法在臺灣持續。 

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手臺灣統治，帶來截然不同的「中國文化」，日本

文化、日治歷史在其統治下被視為禁忌，直到 1970 年代才有轉變的契機。

隨著政治解嚴，日治時期的記憶顯現，與日本大眾文化在臺灣形成對日本的

「好感」，也讓「天皇」成為有影響力的符號，進而使用在米的品牌上。 

本論文所探討的「天皇米」案例，呈現在商品包裝、社區營造及爭取

保存土地權利上，各有其訴求目的，可以看到再現的天皇米如何運用「歷

史」建構品牌內涵，並努力打造如同「獻給天皇」般高品質的米。日治時期

的歷史背景與當代「天皇」所蘊含的意義，共同促使了天皇米的「再現」，

成為臺灣稻米市場中的特殊現象。 

第一節「天皇」符號的背景 

  日本治臺 51 年，殖民政府主導日本文化在臺灣的發展，透過各級教育

機構塑造出新的「日本國民」，也將臺灣人打造成說日語、過著日式生活的

「天皇子民」。戰後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面對曾為日本國的臺灣，如何

才能快速的洗去日本元素，讓人民忘卻日本成為「中國人」，是其統治的施

政要點，也就是所謂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乃透過政治力量改換語

                                                      
1 蔡錦堂，《日本帝国主義下臺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 3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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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並藉由教育、傳播媒體建立新的文化體制與國家認同。21967 年

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攬各機關的文化復興運動之推廣

事業。3日本文化、文物、語言被貼上「遺毒」的標籤，新一代的年輕人接

受中華史地教育，而與臺灣現實脫節。在政府推動的「教化運動」之下，多

數人的共有記憶和日治經驗被國民黨歷史掩蓋，臺灣社會產生「集體失憶

症」的現象，4日治時期曾在臺灣施行的新穀獻納活動，因而隱藏在社會記

憶深層。 

  1970 年代開始，臺灣面臨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的國際情勢衝擊，使

國內政治氣氛有所變化，民眾在追尋自我定位的過程，也興起追尋鄉土、關

懷人文的本土化熱潮，進而影響政治體制的轉型。1987 年解除戒嚴令，政

治的束縛得以鬆綁，各種形式的社會力量也有機會展現，包含地方的鄉土歷

史、環境空間、傳統產業議題的關切，甚至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1994

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試圖從文化建設的方向著手，建立

臺灣基層社區的共同體意識，這項政策強調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作，重視地

方主體性，5在政府各部門協力之下，社造運動至今仍方興未艾，1998 年的

「大家來寫村史」計畫，也進一步帶起民眾書寫歷史的運動，建立在地的歷

史觀點。因此，過去被隱沒的日治時期歷史因為政治解禁，逐漸重現於公眾

領域，各地流傳的「新穀獻納」在這樣的背景下也不再隱而不宣。 

  雖然「天皇」重現在稻米的時間點難以確認，不過最晚在 1989 年，報

紙上就有相關報導出現，當時桃園米穀公會宣稱桃園米是「明治天皇選為御

用米」，只因在地業者欠缺行銷理念，而被大眾遺忘，便決定自創品牌與西

螺、濁水米競爭。6然而，歷經數十年的時代變遷，新穀獻納在民眾口中被

詮釋為「天皇食用」，原本穀物的使用目的「新嘗祭」脫落，也看不到殖民

者教化、增產的意圖。7重新將感知賦予意義，這樣符號化的過程經常被稱

                                                      
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2

007），頁 17。 
3 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臺灣文藝》，（18，1993），頁 84-8

6。 
4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109。  
5 文化環境基金會，《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臺北：文建會，1999），頁 21。 
6 〈業者決自創品牌促銷  不讓濁水西螺米專美〉，《經濟日報》，1989 年 5 月 30 日，19

版。 
7 不過究竟是民眾在記憶與口傳的過程中錯置與嫁接，抑或是日治時期執行相關事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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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再現」，8 「天皇」的符號之所以有其「效用」而被運用，與臺灣社會

所建立的「日本形象」有關。 

老一代臺灣人歷經日本統治的「集體記憶」，在國民黨政府「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的政策下，仍透過不同形式留存於社會各個網絡與小社群，

並在社會開放後逐漸顯現，這些面向與型態多重的集體記憶，促成對日本產

生「好感」的基礎； 9另一方面，雖然早期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文化有所禁

止，但日本大眾文化卻在 1970 年代過後透過地下市場流通，如日本漫畫、

流行偶像、音樂、影劇等，這樣的「迷文化（fan culture）」在解嚴後的

1990 年代成為年輕一代「哈日現象」的原因之一。不僅大眾文化商品，其

他日本製的家電、生活用品，也因為品質和實用性，在臺灣人心中始終有一

定的消費信賴度，進而形塑出「日本」即等於高品味的形象。10這種形象與

殖民經驗所促成的好感雖然在本質上有所差異，但都同樣朝著「嚮往」和

「憧憬」日本文化的方向。因此，米之所以能用「天皇」為名，不僅是因為

政治解嚴，使日治歷史得以見諸於公共領域，也是地方歷史與記憶的象徵，

其帶有的「日本」符碼，更共享了日本形象在臺灣所具有的品味和品質。 

第二節 「天皇米」品牌塑造 

臺灣的社會文化在 1980 年代後受到政治解嚴而轉型，經濟型態的發展

也有所變化，被視為「國家之本」的農業面臨新時代挑戰。戰後臺灣的經濟

重心由農業逐漸轉向工商業，政府推動農業培養工業的經濟政策，使得農業

產值下降，農村人口外移、老化。雖然因為農業技術精進，稻米產量大幅上

升，但在社會變遷下，民眾的飲食選擇多元，米食逐漸減少，根據統計資料

顯示，自 1968 年開始，臺灣稻米消費量就出現減少趨勢，且持續至今。11

                                                                                                                                                        
便單純的認為只是「獻給天皇食用」，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探討。 

8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頁 47。 
9 然而這些記憶是受到當事人出生年代、社會經歷以及戰後初期國民黨統治的對照，經過

主觀的「選擇」與「重構」後才呈現，性質上並不完全客觀，也不能代表完整的日治時

期評價。林泉忠，〈哈日、親日、戀日？〉，《思想》，（14，2010），頁 149。  
10 李衣雲，〈解析「哈日現象」：歷史‧記憶與大眾文化〉，《思想》，（14，2010），頁 10

5、109。 
11 張素玢總纂，《新修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16），頁 246-247。該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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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稻米向來以內需市場為主，在內需降低的情況下，也有來自外部的壓

力，2002 年臺灣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國，面臨全球農業市場

的競爭，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簽訂自由貿易協議，臺灣農業勢必得因應全球

貿易自由化的挑戰。12 

  面對這樣的困境，建立農產品品牌以保障自身價值，並與進口農產品作

出區隔，是政府以及國內學者所提出的解決方法。稻米產品要在眾多品牌中

脫穎而出，證明其品質出眾、且富有歷史背景，各地流傳「獻米給天皇」的

傳說，便運用在稻米行銷上，藉由當代意義的賦予，以不同的「天皇米」名

詞符號，再現各地稻米的優異與榮光。今天的稻米市場中，「天皇米」類型

的產品數量眾多，有些僅是隻字片語的帶過，有些卻清楚描述日治時期的

「歷史」，甚至以照片與文物佐證。本論文在二、三章已詳細爬梳日治時期

獻穀的始末，因此，筆者乃針對這些品牌加以考察，探討這些品牌所建構的

「歷史」是否為真？也從這些天皇米再現的背景過程，了解今日「天皇米」

論述之內涵。 

一、苗栗公館「獻穀米」 

  公館鄉位於苗栗縣，北與苗栗市相鄰，是後龍溪平原重要的交通要道，

也是苗栗縱谷平原的一部份，農會以芋頭、紅棗、福菜和「獻穀米」作為鄉

內的 4 大農特展品，而「獻穀米」起源自中義村，該村位在公館鄉西半部，

海拔約 90 公尺，水圳、稻田廣布，居民以稻米栽種為主要經濟活動。13 

（一）「獻穀」記憶的流傳 

    「獻穀米」是由苗栗縣公館鄉農會在 2010 年所推出的稻米品牌，關於品

牌源起，農會的說明如下： 

……日治昭和 13 年（1938 年），公館鄉中義村的林益貞農田獲日

                                                                                                                                                        
出自臺灣省政府糧食處編，《臺灣百年糧政資料彙編  第二編：近百年來糧食統計資料》

（臺北：同編者，1997），頁 365。 
12 黃意如，〈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茶糧為例〉（世新

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 
13 黃鼎松主編，《公館鄉誌》（苗栗：公館鄉公所，1994），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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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選定為「獻穀田」。這意謂著，其所生產的米將作為專供日

皇食用的貢米。在日本政府嚴格的勘查下，公館鄉的「獻穀田」

因擁有潔淨清澈的姊妹泉水灌溉、肥沃的砂質土壤、全程人力耕

作、不施肥無農藥、一年一期栽採、米粒充實飽滿……等條件而

雀屏中選。在當時，如此優質的米只有日本天皇能夠享用，一般

百姓皆無法獲准食用。70 餘年後的今天，在獻穀田農夫經苗栗農

改場輔導與公館農會的用心維護下，不僅仍保留優質的水源與環

境，更在不斷精進的技術下，讓此等優質的稻米也能佳饗國人。

想吃日皇御選的好米不用出國，就在臺灣，就在苗栗公館鄉。14 

這段描述清楚指出日治時期「獻穀米」的栽種時間、地點和人，而獻穀田的

歷史在《公館鄉志》也有記錄，不過著墨不多，地點也有出入。15根據日治

時期的資料，中義村確是日治時期宮中獻穀的輪值地之一。昭和 12 年

（1937），臺灣由新竹州負責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州廳選定苗栗郡公館庄中

小義 67 番地，即今公館鄉中義村，獻穀總代為林益貞、副總代鍾立旺，奉

耕總代林隆獻。當時強調此地位在後龍溪流域，平坦肥沃不易淹水，可遠眺

秀麗山脈，背後有竹林環繞能防止風災，並以湧泉作灌溉水，是一塊清淨

地。16 若與今日農會的說明比較，在耕作環境的描述上頗為相似，不過獻

穀的年代有誤，也非「一年一期栽採」，而是使用第一期作。 

  經筆者訪談後得知，農會以「獻穀」當作品牌，乃參考刊登於《苗栗文

獻》的一篇〈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報導。2003 年，苗栗農改場的研

究員劉增城，因多次聽說「天皇喜歡吃苗栗的米，選擇公館中義作獻穀

田」，於是至當地探訪，發現有不少耆老記得當年的獻穀事務，便調查相關

人事地點，寫成一篇記錄。17文章訪談 16 位耆老，從內容來看，之所以獻

穀田會設在中義，是因為天皇「喜愛苗栗生產的稻米」，且當時林益貞的么

子林隆獻於苗栗郡役所服務，人際關係良好，便透過公館庄長居中牽線，選

定林益貞的田。獻穀田必須要該農戶的家族人品優秀、無不良嗜好及前科；

                                                      
14 為「獻穀米」包裝上的描述，在公館鄉農會的網站也可看見相同的內容。  
15 鄉志裡記載的「獻谷田」位置是在玉泉村「向陽大地」社區，然而這個地點應有錯誤。

黃鼎松主編，《公館鄉誌》，頁 44。 
16  〈榮ある獻穀田、畑  苗栗、大溪に決定  獻糓田地鎭祭は十七日執行〉，《臺灣日日新

報》，1937 年 1 月 9 日，第 9 版。 
17 劉增城，〈探訪苗栗公館中義獻穀田〉，《苗栗文獻》22（2006.6），頁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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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環境良好、土質肥沃；不得使用一般灌溉水而須引用地下泉水（即當地

的姊妹泉）；種植過程中不能用動物肥料及農藥，只以人力除草等等。負責

耕作獻穀田的林姓一家，日本政府在其家屋前鋪水泥埕，並搭設棚架遮蔭，

一旁有升旗臺，每日晨昏升降國旗，表示對日本天皇的仰慕和服從，除此之

外，更闢建獻穀田運輸及視察道路，「給予林家十足的面子和風光」。為了獎

勵林家對於土壤管理、水資源調配及種植獻穀的績效，日本政府還頒贈一對

銅製花瓶、獎狀、獎盃及七星寶劍。獻穀田旁原有一座由林益貞所建造的石

板伯公廟，1995 年在異地改為鋼筋水泥建築時，也命名「獻穀田福德祠」。 

由此可知獻穀田對當地的影響，即使非親身參與者，不少人仍可指出

相關地點和事蹟，而文章所描述的獻穀過程，與日治時期的記載相去不遠。

筆者訪談當時獻穀代表、耕作人的後代林昌悅，他表示，由於中義村環境良

好，稻米品質極佳而獲天皇青睞，在親戚主動引薦下被指定為獻穀田，當時

是相當光榮的事，也證明此地的稻米優良。 18中義村不僅曾有飲食店取名

「獻穀田餐廳」，甚至土地公廟也以此為名，鄉內的功薰陶瓷公司，於 2003

年底轉型為「五穀文化村」產業文化館時，也設置「獻穀田穀倉」展覽區，

保留及展示地方的獻穀歷史，並推廣穀物文化。19 

雖然日治時期獻穀的目的是精神教化，然而對民眾來說，能夠獲選天

皇獻穀是相當光榮的事，時過境遷，這段歷史更被賦予在地觀點的詮釋，展

現於當地的餐廳、祠廟和農會品牌，也將過去的經驗重新「意義化」與「象

徵化」成為一段居民值得驕傲的「集體記憶」。20  

（二）「獻穀米」品牌塑造 

  公館鄉的米有「獻穀」的歷史背景，在當地也有一定知名度，過去農會

以「上好米」的品牌販售，直到近年為了提升在地稻米的附加價值，才成立

「獻穀」品牌。現任公館鄉農會總幹事韓鴻恩於 2009 年到任，上任後便與

                                                      
18 關於天皇選擇當地的田做獻穀米的原因，林昌悅認為是因為「這裡的米品質好，所以天

皇喜歡吃」。雖然這樣的詮釋是出自於民眾對歷史不盡了解，但也反映了當地居民對在

地物產的驕傲與認同。林昌悅（1935 年生，林隆獻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

5 年 1 月 27 日。 
19 〈注連繩  五穀文化村最佳造景〉，《聯合報》，2003 年 10 月 22 日，B2 版。 
20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 (集體)記憶變遷的探

討〉，《臺灣史研究》6：2（2000.10），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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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歐普廣告設計公司合作，進行公館鄉農會之整體形象

及品牌重整的三年計劃，為了建立自有稻米品牌，提升米的品質與價值，以

獻穀的歷史為素材，重新設計農會的小包裝米。21 

   設計過程先參考劉增城所撰的文章，以了解背景故事，最後確立產品定

位，2010 年年底推出「獻穀米」，並取得專利字號。從品牌金字塔來看，產

品屬性可以列出 4 個利益點：1.產自獻穀田的好米、2.引用姊妹泉的清澈泉

水、3.日本天皇御用精選的背書、4.米粒飽滿、品質優良無污染。這些利益

點驅動消費者的購買信念，而品牌的核心價值即為「日皇御選  臺灣一番米」

（圖 4-1）。品牌標識的設計以日本古代官員表現天皇的形象，加上稻穗、

品牌名稱及品牌核心價值的標語。白米的包裝以黑色為主色，凸顯白米的晶

瑩白亮，糙米則使用白色；另外還設計以木筷做扁擔的造型。22包裝上記載

獻穀田歷史，並註明「想吃日皇御選的好米不用出國，就在臺灣，就在苗栗

公館鄉。」特別強調產地米的特殊性與珍貴性。該設計榮獲 2011 年臺灣金

點設計獎的包裝設計獎，也被選為苗栗縣桐花婚禮的新人禮品之一。23 

  「獻穀米」最初選用的品種是高雄 145 號，近年轉為臺梗 9 號，與公館

鄉農民契作面積 28 公頃，田間管理由農會及農改場派員指導，確保肥料、

農藥的施用合乎規定，收成時再做農藥檢測。稻穀交由泉順碾米廠處理，專

倉收藏以做區隔，如此流程與日治時期的獻榖十分相近。農會在推廣初期辦

理米食品嘗、趣味競賽的活動，也向當地家政班、社區大學等團體宣傳。

242012 年中國湖南省長徐守盛來到臺灣，特地前往公館鄉農會參訪，在品

嘗農會各項農產品後，決定採購 1 萬包 2 公斤裝的獻穀米，當時另外印了簡

字版包裝，讓獻穀米的銷售範圍擴及中國湖南，打出海外銷售市場。25 

  近十年來，在公館鄉無論是民間或政府，陸續使用獻穀田故事作為產業

推廣的素材，在一片「品質優良」的稻米產品中，公館鄉的米因為獻穀歷史

而有了「天皇背書」，農會進一步成立專屬品牌，透過品質管控讓「獻穀

                                                      
21 莊淑惠，〈公職換跑道‧農會新鮮人：打造在地品牌‧開創農業新局—苗栗縣公館鄉農

會總幹事韓鴻恩〉，《豐年》（59：24，2009），頁 21。 
22 〈公館農會獻穀米品牌定位與包裝規劃〉（未刊稿），資料由歐普廣告設計公司總監王炳

南提供。 
23 相關資料由公館鄉農會企劃稽核室專員林幼詩提供。  
24 林幼詩、楊瑞蘭（公館鄉農會秘書）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3 日。  
25 〈公館認證獻穀米  外銷湖南〉，《臺灣新生報》，2013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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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核心 

Benefits 

利益點 

Attributes 

屬性、特性 

Driving Beliefs  

驅動信念 

Personality 

個性 

 

 

Tone 調性：簡潔、質樸、細膩愉悅、豐富 

 

產自「獻穀田」的「獻穀米」，因肥沃的土壤、清澈

的泉水及優異的耕作技術，於日治時期獲選為日皇御

用之貢米。是傳承七十餘載的優良好米。 

˙產自獻穀田的好米 

˙引用姊妹泉的清澈泉水 
˙日本天皇御用精選的背書 
˙米粒飽滿、品質優良無污染 

日皇御選 臺灣一番米 

 

 

天然、優質、健康 

註

1 

1.信任：日皇御用精選 

2.優質：肥沃土壤、清澈泉水的生產環境  

3.專業：公館鄉農會精選，70 多年的技術傳承 

 

米」延續日治時期獻給天皇般的好品質，也藉由包裝設計傳達消費者對地方

品牌的信任，讓品質與品牌相輔相成。穀物雖然不再進獻皇室，但也重生為

地方塑造的精緻農產品牌。 

 

 

 

 

 

 

 

 

 

 

 

 

 

 

 

 

 

 

 

 

 

 

 

 

 

 

 

圖 4-1 獻穀米品牌定位金字塔 

圖片來源：歐普廣告設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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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獻穀米包裝設計圖 

圖片來源：歐普廣告設計公司提供  

二、雲林西螺「獻納米」 

雲林縣西螺鎮緊鄰濁水溪，在臺灣一直是良質米的產區，當地也流傳

日治時期曾將西螺米「獻給天皇」的說法，不僅增添「天皇御用」的殊榮，

證明其優良品質，農會也進一步成立「獻納米」等品牌來做行銷，更參與稻

米品質競賽，重振西螺米的榮耀。 

（一）「獻納米」的考察 

  根據農會、居民的說法，西螺擁有肥沃的土壤，再加上以濁水溪作為灌

溉，造就品質優良的稻米，因此被指定為日本皇室獻納米，然而多數人已不

清楚日治時期的細節。關於獻納米的起源，在 2000 年出版的《西螺鎮志》

中有相關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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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濁水溪灌溉的農田栽培出來所生產的蓬萊米，其米

質優良粘度適中，食味 QQ 可口好吃，眾人讚賞不絕口，廣受各大

都市人的歡迎及家庭主婦的選購，並享譽日本。當時西螺蓬萊米

更被選為皇室用米，稱為「獻納米」，做為供應日本皇室家族使

用。26 

除此之外，鎮志還附上兩張照片（圖 4-3、4-4），作為描述獻納過程以及獻

納事實的證明。 

……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時在小茄苳（地點位於今西螺農工

西側）種植的收割情形，當時一般收割皆會有日本和尚或道士先

行舉行儀式的祭拜，而收割人員多身著白制服，並且有日本兵在

一旁戒護，或幫忙收割，而貢田區域有白色幡布（驅邪境域）作

為區隔……，這些將被運送至日本皇室的稻米多以米袋一一盛

裝，上方覆蓋日本國旗，在等待運送前，會被集中於一處管理，

依照片狀況來看，其被統一集中放置於公共空間中……。27 

從鎮志內容以及照片提供的資訊，可以看出當地居民對「天皇米」的詮釋，

西螺米之所以被選為皇室用米，是因為其品質優良可口。該田地位於小茄

苳，也就是今日西螺農工西側，收割前需要進行宗教儀式，甚至有日本兵戒

護，最後稻米經過包裝、集中統一運送。 

  日治時期，西螺的確是宮中新嘗祭的獻穀地之一，不過時間是在 1932

年（昭和 7 年），該年輪值的臺南州獻穀，就選定西螺街茄苳 412 番地種

植，正副總代是鍾士、鍾腔。28不僅如此，1941 年西螺也在茄苳 359 番地

設神饌田，種植獻給明治神宮、靖國神社的神饌米。29根據獻穀田及神饌田

所在的番地號，將日治時期地籍圖與今日地圖疊圖後，可以確認神饌田位於

今日的西螺農工西側，而獻穀田則偏西南方（圖 4-5）。兩處田地的栽種過

程，都經過神道儀式的地鎮祭、田植祭以及收成時的拔穗祭，儀式中奉耕者

和神職人員須穿著規定的祭服，耕作人力則可能是當地保甲青年團或其他教

                                                      
26 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27 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28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北：同著者，1939），頁 326-327。  
29〈神饌田地鎮祭〉，《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2 月 2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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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團體，警察、農事人員也會到場指導。在圖 4-3 中，身著西裝者即為擔任

農事指導員的林德權，由於他畢業於總督府農試場，且曾受教於磯永吉，具

有現代農業知識，因而擔任此職務。30另外，筆者在第三章也已說明，獻穀

米和神饌米皆透過精細的篩選，分別挑出 1 升和 1 斗，再以檜木或桐木箱盛

裝，與圖 4-4 中呈現的規格數量並不相同。事實上這張照片為 1945 年所

攝，是西螺街募集到前線戰場的物資，雖無法確定物資內容為何，然而可以

確定的是，照片中並非獻納至日本皇宮或神社的米。31 

 

圖 4-3 《西螺鎮志》的獻納米收割圖 

說明：原圖說為「西螺因米質良好，日治時期曾被選為皇室用米，稱為『獻納米』，此幀

照片係稻作收割情形，貢田區域有白色幡布做為區隔，亦有日本兵幫忙收割，地點

位於西螺農工西側的小茄苳。」圖片中著西裝者是擔任農業指導員的林德權，原照

片持有人為其子林炳坤。  

圖片來源：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30 林炳坤（1922 年生，林德權之子，原照片持有人）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4 年 1

月 22 日。林德權生於 1900 年，畢業於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從事貸地業，榮成農事株式

會社職員。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同著者，1937），頁 67。 
31 鍾秀梅，《西螺大橋推手  李應鏜與他的年代》（雲林：螺陽文教基金會，2013），頁 85。

也向原照片持有者李雅容（1948 年生，前西螺鎮長李應鏜之女）確認照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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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西螺鎮志》的「獻納米集中圖」 

說明：原圖說為「將被運送至日本皇室的稻米多以米袋一一盛裝，上方覆蓋日本國旗，在

等待運送前，會被集中於一處管理。」圖片經考證乃 1945 年戰時物資集中圖，原

照片持有人為李雅容。  

圖片來源：程大學總纂，《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5-17。 

 

 

圖 4-5 日治時期西螺獻穀田與神饌田番地號，與今日地圖套疊後結果 

說明：上方箭頭所指的矩形為神饌田，下方箭頭所指的長方條是獻穀田，星號所在的方框

為今日西螺農工所在地。 

圖片來源：廖泫銘  繪製 

獻穀田 

神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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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稻米品牌經營與重振 

  西螺生產的濁水米在市場中有很高的評價，碾米產業也相當發達，過去

曾多達 100 多家業者，不過隨著社會型態變遷，產業規模逐漸萎縮，且西

螺米的盛名也經常遭其他產地的米商濫用，以致於原本的口碑受到影響；再

加上 2002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放米食進口，面對來自世

界的市場競爭，當地業者體認到傳統產銷方式需要加以轉型。因此，雲林縣

米穀商業同業公會於 2001 年 10 月組織成立「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

盟」，將西螺、斗六、斗南、大埤、虎尾等地的農會，以及民間 22 家廠商加

以結盟，整合區域內的稻米生產，強化加工品質。32 

  2002 年，聯盟推出共同品牌「献納米」，透過日本時代日本皇室指定用

米的傳說來賦予品牌精神，該聯盟表示，「即使皇室御用的稻田已不復見，

但聯盟廠商提供濁水好米，獻納消費大眾誠摯的心卻未曾稍減」，也就是將

獻納的對象轉換，供應消費者如皇室御用般的好米。為了打造品牌的優質形

象，產品採 CNS 一級規格標準，保證完全使用雲林濁水米碾製，聯盟內也

有組織章程，嚴格規範成員的產銷工作。33 

  為了行銷在地生產的米，西螺鎮農會也陸續推出清健米、穗美人等品

牌，持續經營過去建立的優質米形象。2006 年，農會與西螺鎮公所、雲林

縣政府共同開發出「皇金米」，以 9 年內都不曾使用農藥及化肥的農地，種

植臺南 11 號有機米，栽種過程使用綠豆粉及有機肥料，嚴格執行田間管

理，由於面積只有 5 公頃，因此每期產量僅約 20 噸，號稱雲林縣內品質最

高的米，34這樣的要求與日治時期獻穀的栽種方式不謀而合，可以說創造了

同為「皇室用米」的稀有與優質。 

  除此之外，為了重振西螺稻米產業的榮光，西螺鎮農會和鎮公所也參與

農糧署的全國稻米品質競賽。2012 年，農會總幹事廖錦富與西螺鎮長蕭澤

                                                      
32  〈「献納米」獻納心─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盟〉，《農政與農情》131（2003 年 5

月），頁 75-76。 
33  〈「献納米」獻納心─雲林地區稻米產業策略聯盟〉，《農政與農情》131（2003 年 5

月），頁 76。 
34 〈蘇縣長主持雲林皇金米上市發表記者會〉，《雲林縣政府縣府新聞》，2006 年 6 月 29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2 日，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 -1.asp?m=&

m1=6&m2=45&id=12053。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12053
http://www.yunlin.gov.tw/newskm/index-1.asp?m=&m1=6&m2=45&id=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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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攜手，結合兩個單位的行政資源，將過去各行其是的碾米廠和農民整合，

以獲獎為目標共同合作，一起投入經費、聘請專家指導栽種技術，控制稻穀

烘乾的時間和火侯等，最後打造出來的西螺米，由農民張清松成功獲得

「2012 年十大經典好米」的個人獎，農會也榮獲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獎的殊

榮。35透過全國競賽的加持，再次打響西螺米的名聲，也讓擁有日治時期

「獻納米」歷史的西螺米，加上當代經典好米的光環，為品質和品牌做了最

好的證明。 

三、莿桐孩沙里「神饌米」 

  位在雲林縣莿桐鄉興桐村的振興聚落，舊稱「孩沙里」，當地信仰中心

為供奉媽祖的福天宮，俗稱「五百甲圳」的鹿場課圳流經聚落南緣，水利發

達，居民以種植稻米、蒜頭為主。36在過去，許多人認為孩沙里沒有特殊的

自然或人文景觀，是一個平凡的聚落，不過就在居民發起社區營造工程後，

找到日治時期曾經「獻米給天皇」的「物證」，打造出與眾不同的稻米品

牌，也進一步發現社區特色，重新凝聚居民的公共意識。 

（一）「神饌米」出土 

  孩沙里流傳著一則傳說，也就是日治時期曾有人坐船到日本「獻米給天

皇」，過去多數居民並不清楚事情的真偽，也缺乏進一步查證。直到當地開

始進行社區營造工作，才發現歷史的「真相」。現任孩沙里社區發展協會執

行長的林武文出生於 1957 年，在 2005 年自海軍政戰主任退休後，回到故

鄉孩沙里居住。服役時曾就讀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期間

接觸社區營造課程，而對社造工作有所認識。2006 年 6 月，林武文的妻子

陳麗秋參與鄉民代表選舉，他趁此機會觀察居民性格，在同年的社區發展協

會改選之時，邀請熱心公眾事務的居民擔任發展協會的理監事，此後社區發

展協會的事務才逐漸步上軌道，也開始參與雲林縣政府辦理的社造培力計

                                                      
35 蕭澤梧（西螺鎮長）口述，張素玢主訪，邱創裕、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紀錄，2013 年 1

1 月 1 日。 
36 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九 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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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37 

  孩沙里社造開始運作後，為了重振稻米產業，林武文著手追查「獻米給

天皇」的傳說，也陸續有人提供資料，逐漸拼湊出事件的原貌。2007 年

時，在莿桐鄉民高清木家中發現鑄有「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神饌奉獻」字樣

的胸章，而高清木的父親高樹枝，即為當年帶著神饌到日本的代表之一；至

於神饌田，是由日治時期擔任保正的陳懷提供，這塊地即為今天的孩沙里釣

蝦場。陳懷的兒子陳昭皇當時約 10 歲，更曾在莿桐國小參與神饌米的挑選

工作。38於是獻米給天皇的傳說，成為有具體人、事、時、地、物的歷史事

實，神饌奉獻的胸章就是最好的物證。 

 

圖 4-6 神饌奉獻胸章 

說明：胸章正面鑄有「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神饌奉獻」字樣，背面則是「昭和十四年十月

二十  二十二日   大日本青年團」，胸章約為 10 元硬幣大小。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居民認為，由於當地有五百甲圳灌溉，造就卓越的稻米品質，也才能

獲選為獻給天皇的神饌，於是將五百甲圳與稻米結合，因此最初社區打著

「獻納米原鄉」的名號，將當地生產的米稱為「五百甲圳米」或是「獻納

米」，並以此為地方文創商品。 39然而為了做出產品區隔，並強調社區特

                                                      
37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38 相關資料由林武文提供。  
39 曾永賓，〈社區產業發展文創商品之成功要素研究─以孩沙里社區的五百甲圳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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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014 年成立「孩沙里神饌米」品牌，做為社區的產業文化。目前神饌

米的品種為桃園 3 號，在社區的文宣及神饌米包裝袋上，印有神饌奉獻的胸

章照片，及神饌奉獻的故事： 

在 1939 年（昭和 14 年），各殖民地派團赴日本參加擴大國慶並謁

見日本天皇，當時「臺灣大日本青年團」所攜帶的貢品，就是由

本庄保正「陳懷」所負責種植的、也是由日本引進改良的蓬萊

米，並由當時「大日本青年團」的成員，也是本庄居民林深坑及

埔子庄民高樹枝他們呈獻給日本天皇，因當時日本天皇所贈送的

紀念胸章明確註明「神饌奉獻」，故以「神饌米」稱之。40 

這段描述詳細的點出神饌米的起源和過程，證明神饌真實性，不過，若就筆

者爬梳的資料來看，以上描述與史實有若干出入。首先神饌奉獻的活動是為

了慶祝「新嘗祭」而非「國慶」，作為臺灣代表的高樹枝與林深坑，屬於大

日本青年團下的「莿桐青年團」，攜帶的神饌米是從臺南州及全臺灣選拔而

出，非僅是一地生產；奉獻的對象為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且從他們的行程

來看，並沒有見到日本天皇。41雖然如此，地方上流傳的說法卻已將獻納對

象嫁接到天皇，並以「曾受到天皇召見」而感到榮耀； 42另一方面，「天

皇」的名聲響亮，強調獻納給天皇，更能增添社區的傳奇色彩，也讓孩沙里

出產的稻米品牌和品質有「天皇認證」。43 

  雖然孩沙里的米不曾得過稻米競賽獎項，但 2007 到 2009 年間，緊鄰

孩沙里的義和村宏田稻米產銷專區，其生產的米連續 3 年獲得臺灣十大經典

好米，使得莿桐鄉的米聲名大噪，44因此，即便得獎米不在孩沙里社區內，

但同為莿桐鄉，這樣的殊榮也被挪用到神饌米的宣傳，為品牌和社區稻米產

                                                                                                                                                        
（嘉義：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 75。 

40 引自孩沙里神饌米包裝袋，在神饌米的宣傳網頁也有記載。徵引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

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41 關於此次神饌奉獻的史料考察，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點之「神饌的直接捧持」。  
42 高清木（高樹枝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31 日。 
43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44 〈雲林縣連續五年獲選十大經典好米農民拜訪縣府〉，《幸福雲林電子報》，2011 年 10

月 1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https://www.facebook.com/HaishaliCommunity/photos/a.277687505713785.1073741835.268799809935888/28379149510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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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加值」。45 

（二）社區營造的推動 

       孩沙里社區的社造工作，除了民眾自發性關心地方事務，也有許多有志

之士帶領居民，爭取政府補助，取得更多軟硬體資源。自 2007 年開始，孩

沙里社區就參與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辦理的「社區營造培力計畫」，同一年度

還有農委會的「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在社區發展初期，孩沙里經由居

民的共同討論，規劃出四大願景，亦即產業文化化（造產）、文化產業化

（造人）、社區綠美化（造景）、幸福孩沙里（造福），46確立社區的發展方

向。 

  透過「神饌米」歷史的發現，深化社區稻米產業的文化內涵，確立核心

價值，不僅建立居民對稻米產業的自信，經由媒體宣傳，也引起外界對孩沙

里社區的關注。除了產業外，為了打造居民的「文化活動」，重新組織社區

內歷史悠久的「一甲子樂團」，47安排音樂家駐村、延請音樂老師授課，並

以孩沙里獻納米故事譜曲作詞，作為社區之歌，居民定時參與樂團練習，凝

聚向心力，不定期的樂團表演也增加居民榮譽感。在硬體設施的營造上，孩

沙里最著名的就是花海景觀，每年在稻田休耕時期，種植向日葵、波斯菊等

綠肥植物，成為吸引外地遊客的最大誘因，也成為 2014 年農業博覽會的景

點之一。社區裡百年古井、古厝，信仰中心福天宮等，串聯成社區內的參訪

路線，許多閒置場所在地主無償提供後，整理作公共空間，讓居民或遊客休

憩賞景。2015 年 3 月，由老房子改建的「不凡老會館」啟用，提供社區內

的高齡者健康檢查、休閒娛樂、終身學習之場所。48 

  孩沙里有策略地整合社區歷史、文化、產業景觀，讓居民都能參與社造

工作，自 2007 年發展至今，傳統的農村聚落逐漸轉型，成為「音樂、花

                                                      
45 神饌米的宣傳單就註明「2007 年起連續三年榮獲全國十大經典好米」，此外社區的彩繪

圍牆也將「屢獲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當作繪製的題材。  
46 〈雲林縣莿桐鄉孩沙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雲林：未刊稿，2013 年），頁 40；林武文

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47 日治時期，居民廖主矱是教會詩歌班指揮，閒暇時教導庄內壯丁團樂器演奏，後來於 1

937 時成立樂團，四處演奏，逐漸打響名聲，更在戰後的 1947 年雲林縣運動會中，擔

任開閉幕典禮演奏工作，平時也經常承接婚喪喜慶的表演活動。然而隨著社會變遷，樂

團業務減少，年輕人也外流，  
48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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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農村」社區，當遊客到訪時，豐富的景觀讓遊客賞景之餘，更能進一步

感受其文化內涵。「神饌米」是建構今日孩沙里社區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找

回居民的自信和凝聚在地認同。 

第三節 土地徵收的抵抗─新竹「天皇貢米」 

  前一節所述的「天皇米」主要是為了稻米的推廣行銷而生成，但本節所

討論的案例，則是在與政府抗爭的過程中逐步建構。臺灣的農業在工商業導

向的社會風氣下，被視為經濟效益偏低的產業，今天農業用地所面臨到的危

機之一，便是政府以都市或工業發展的名義，將農地用途變更為都市或工業

用地，不僅使大規模的良田消失，因應各種開發計畫而衍生的徵收問題，更

迫使當地居民必須離開家園。位在新竹的「臺灣知識經濟園區計畫」就是一

個例子，該計畫範圍涵蓋新竹縣竹北、芎林地區，須徵收 447 公頃的土

地，然而在計畫推行的過程中，卻促使當地流傳的「天皇貢米」浮現，居民

進一步打造出品質與榮耀兼具的「天皇米」，成為足以與「經濟開發」拉鋸

的力量。 

一、「天皇貢米」的源起 

新竹縣的竹北市、芎林鄉在地形上屬於頭前溪北岸沖積平原，自竹北

東海里開始，一直往東南延伸到芎林上山村一帶為特定農業區，土壤肥沃、

水利發達，尤其北邊有犁頭山做屏障，造就此地風害不興、氣候宜人，是新

竹縣主要糧倉。49關於當地所生產的稻米，有一則著「天皇貢米」的傳說：

由於此地稻米品質優良，深受天皇喜愛，因此在日治時期被指定為進貢給天

皇的御用米。雖然無法確切了解傳說流布的範圍，不過目前在竹北東海里、

芎林上山、下山村都有農民提到。今天當地以「貢米」作宣傳的品牌，有芎

林鄉農會的「芎林米」，及竹北東海里農民陳發生創立的「東海米」、田守喜

的「田爸爸的米」。 

                                                      
49 施添福總纂，《臺灣地名辭書  卷十四 新竹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2

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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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地農作條件優良，不過根據當地農民說法，在日治昭和初年引

進蓬萊米，當地的米才逐漸聲名遠播，由於頭前溪水乾淨無汙染，加上土

壤、氣候因素，優質的稻米也因此吸引天皇青睞。至於生產的米如何獻給天

皇，農民是這樣描述： 

這裡（東海里）土壤好，水質優良，於是被選為給天皇的貢米，

日本人有個組織，會算田的坪數比例，留一部分的米給我們，其

他都用公定價格收回日本給天皇，也有送到前方給軍人吃。50 

以前日本人很兇，上下山兩村的米都被強制徵收給日本天皇當作

貢米，剩下的按戶籍人口分配，當時生活很辛苦，只好想盡辦法

藏米。51 

然而亦有部分耆老表示： 

我記得日本時代是把米徵收送到日本，我們只能吃甘藷，戰後我

才聽說這裡有獻米給天皇。52 

由於竹北、芎林地區在日治時期並非宮中縣穀的輪值地，也沒有曾設置神饌

田的資料，若根據訪談對象出生年代和內容推測，筆者認為當地所流傳的天

皇米之說，原型應是日治時期的米穀統制，在戰時的氣氛下，當地米穀統制

組合或許以天皇的名義執行徵收，而讓民眾有「把米獻給天皇」的認知，53

也因此，提到這段過去，居民的感受並非光榮，而是日本人「相當可惡」，

或者「沒有米可以吃，很辛苦」，當年甚至用盡辦法偷藏稻穀。但是時過境

遷，這段過去在今日地方民眾的詮釋中，反而因為曾受到「天皇的肯定」，

成為稻米品質優良的印證，足以與其他產地齊名。 

  這裡雖然有優良的育作環境，更生產「御用貢米」，然而土地徵收的陰

                                                      
50 陳發生（「東海米」創立人，竹北東海里人，1936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13 日。 
51 林礽清（芎林下山村人，1938 年生，為芎林鄉農會總幹事林冠伶的父親）口述，邱創

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52 田榮茂（竹北東海里人，1933 年生，「田爸爸的米」創立人田守喜的父親）口述，邱創

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53 也有農民認為「把米徵收給天皇是藉口，實際上是給日本人吃」，林礽清（1938 年生）

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另外，筆者在田野訪查「天皇獻米」的說

法時，不少地方耆老雖然表示未曾聽說，但卻直覺想到「日本人會把米強制徵收」。  



96 

影卻始終籠罩這片田地，政府始終都未曾放棄將此地設立經濟園區，並擬定

「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若計畫實現，良田可能全數化為鋼筋水泥

建築，面對這樣的困境，「天皇米」又要如何與「經濟發展」的大旗抗衡？ 

二、「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的推行 

    「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計畫（簡稱臺知計畫）即是「璞玉計畫」的

一環， 1999 年由新竹縣政府提出，目的是配合高鐵新竹站特定區的開發，

整合高科技產業的升級與轉型，以吸引高科技人才進駐、銜接區域產業的網

絡，產業內容將以 IC/SOC 及相關研發設計展示為主，並建置國立交通大學

竹北園區，打造產學合作的機制。計畫範圍涵蓋竹北市、芎林鄉、竹東鎮三

個行政區，面積約 1,235 公頃，由於縣府稱這塊地區是「未經雕琢的璞玉，

恐遭蛀蝕之虞，亟待精雕細琢」，而被稱作璞玉計畫。54 

2004 行政院核准璞玉計畫為「國家重大建設」，農委會也同意計畫執

行。縣府採取分期分區開發策略，「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為第一期優先

發展區，因此另行擬訂臺知園區都市計畫，以設立產業專區、國際示範村、

交大竹北園區及生活聚落區為目標。全區包含高鐵用地共 447 公頃，其中

41.71%為機關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37.38%規劃為住宅區，而農業區只有

0.85%。55事實上，臺知計畫所涵蓋的土地幾乎為特定農業區，根據 2015 年

版本的計畫書內容，在臺知計畫範圍內的現有稻作面積為 176 公頃，約占

總計畫面積的 39%，56而這也是竹北、芎林的「天皇米」產區。2009 年 6

月，新竹縣政府通過臺知計畫的環評審查，將計劃案送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的專案小組，臺知計畫的推行又往前推進，意味著土地徵收的腳步也逐

漸逼近。 

                                                      
54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2010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0），頁 1-2。 
55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2015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5），頁 131。  
56 《新訂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2015 年版）》，（新竹：新竹縣政

府，2015），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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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貢米」的榮耀與抵抗 

  面對農田即將被徵收，當地農民在 2006 年組成「竹北璞玉自救會」，

堅持「維持現狀，永續務農」的態度。2011 年 6 月 30 日，璞玉自救會首度

發起凱道抗爭活動，東海里上百位農民帶著稻米及蔬果到總統府前，表達

「反對臺知園區、捍衛璞玉良田」的決心，由農民代表進入總統府遞交陳情

書，隨後向監察委員檢舉新竹縣政府的不當作為，57這時也對新聞媒體宣傳

竹北作為「天皇貢米」的珍貴和稀有。 

……種植五甲地的田守喜說，日治時代，竹北東海里、隘口里、

十興里產的米是「貢米」，要交到日本，現在這裡年產三百六十萬

公斤的良米，堪稱北臺灣穀倉。58 

「天皇貢米」的論述首度在媒體出現，除此之外，糧食供應的功能也是這段

話所要表達的意涵。10 月 21 日，縣府向內政部報告土地徵收的內容時，農

民再次赴營建署陳情，此後自救會也多次參與以「土地正義」為主題的遊行

抗爭，媒體曝光增加，「天皇貢米」也開始在輿論發酵。然而，即便有過去

作為「天皇貢米」的榮光，今日要證明此地稻米品質優良，土地應予保留，

當地農民必須提升在地稻米產業，爭取更多榮譽擦亮「貢米」招牌，力挽政

府開發的狂瀾。 

  生於 1936 年的稻農陳發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自小便跟著家人在當地

種田，持續至今，2007 年他向政府申請成立稻米產銷班，是為竹北市第一

個、也是目前唯一的良質米產銷班。2008 年創立東海商行，陸續建置大型

碾米、冷藏、烘乾及包裝機具，完成獨立的稻米生產系統，除了自家栽種以

外，也收購當地品質良好的稻米，創立「東海米」品牌。長久累積的種稻經

驗，加上農會、農改場技術人員的協助，讓他能精準掌握不同品種的生長特

性。近年他偏好種植桃園 3 號，配合肥料使用時機、用量的拿捏，並憑藉多

年經驗調整稻米烘乾的時間和火侯，生產出高品質的米。59陳發生的米在竹

                                                      
57 〈竹北農民要耕作  抗議產官學聯手強徵良田〉，《環境資訊電子報》，2011 年 6 月 30

日。 
58 〈竹北璞玉自救會農民 控訴政府濫徵農地〉，《自由時報》，2011 年 6 月 30 日。 
59  陳發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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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稻米評鑑中，經常拔得頭籌，尤其他以較肥沃的休耕田種米，使稻子能

順利成長，品質也更優良。2012 年他以臺南 11 號在全國稻米競賽中榮獲

「優質好米」；2013 年以桃園 3 號進軍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拿下「十大經典

好米」的殊榮。 

  另一個品牌「田爸爸的米」的創立人田守喜，生於 1958 年，也是自小

就跟著家人從事農業，年輕時曾到外地工作，1997 年決定回到竹北老家專

職務農。在臺知計畫的影響下，為了捍衛家傳的田和稻米事業，主動參與多

次的抗議活動。對於稻米栽種，他強調要「適時、適地、適作」，選擇桃園

3 號的品種，自行育作秧苗，也實踐友善環境的農法。不噴灑農藥、除草

劑，自製有機肥、種植綠肥，以降低化肥的使用。相較於多數農民追求產

量，田守喜在乎的是品質，甚至在插秧 40 天後將水田放乾，藉由「曬田」

讓秧苗停止生長，減緩分蘗情況，如此結穗速度較能一致，可提升品質，但

產量卻會減少。60一般情況下，1 甲田約可收成 8 千斤以上，但他只有 6、7

千斤，由於稻米自產自銷，缺乏大型碾米廠的選色、拋光設備，所以他的米

外觀樸實，也有蟲蛀病害的情況。即便如此，田守喜的米卻屢獲獎項肯定，

在 2011 到 2013 年的竹北市稻米品質競賽中，連年獲得一、二名的成績。 

  2014 年，田守喜及陳發生的兒子陳文織，和當地農民陳金生三人，一

同拿下首屆「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的冠軍，61將竹北的稻米推上品質的高

峰；2015 年陳發生更獲選為模範農民，表揚他帶領產銷班打造在地良質米

的功勞。62這些榮譽都讓竹北、以及陳發生、田守喜生產的稻米聲名遠播，

更證明此地在土地條件或農業技術上都有極高的水準。諷刺的是，稻米不斷

獲得政府獎項的同時，也要面對政府接二連三的徵收威脅，於是農民便把獲

獎的輝煌經歷，進一步挪用為抵抗徵收的有力說詞，正如同田守喜所述： 

這裡田那麼好，米那麼好，說不要徵收沒有用，不如參加比賽得

獎，大家都無話可說。63 

                                                      
60 田守喜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61 〈2014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暨頒獎典禮紀要〉，《農政與農情》271（2015 年 1 月），頁

48。 
62 〈2015 年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  傳承、創新、新農業〉，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新聞

稿，7232 號，2015 年 5 月 26 日。 
63 田守喜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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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臺知計劃」不斷受到審議委員的質疑而屢遭退件，特別是在土地

徵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由於 2010 年 6 月 9 日大埔事件爆發，社會輿論

開始關心土地徵收與農地流失的議題，使得中央對土地開發態度轉為保守。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要求新竹縣政府，必須先向土

地徵收委員會報告徵收的公益必要性後，才能再行審議，同年 12 月，《土地

徵收條例》修法通過第 3 條之 1 條文，表示「特定農業區除國防、交通、水

利以及政院核定的重大建設外，不得徵收；若以重大建設為由徵收，有爭議

時則應舉行聽證會」， 64於是縣府再度報請行政院核定計畫為國家重大建

設，但行政院於 2013 年底要求經濟部必須對計畫之政策方向、總量管制、

合理性及使用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的無可替代性進行審查後，再報院核

定，652014 年 8 月 6 日內政部第 3 度都計委員會審查，決議計劃應先取得行

政院核定「國家重大建設」後再議，然而行政院卻表示，臺知計劃性質上雖

屬國家重大建設，但計畫範圍認定，「應由內政部逕依相關發令規定精神及

程序，本於計畫整體性、可行性、必要性，逕予以審議。」66行政院及內政

負相互推諉責任，不願為計畫的開發背書。 

  不過新竹縣政府對於計畫的態度是勢在必行，2015 年 4 月 14 日，縣長

邱鏡淳在縣府主管會報中表示，「將會全力促成使臺知園區順利推動，也已

向行政院秘書長簡太郎、政務委員蕭家淇撂重話」， 67要求臺知計畫必須有

具體進展。該年年底，內政部第 9 次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專案小組會議中，通

過臺知園區開發案，將在 2016 年安排委員會大會審查，68使計畫又往前推

進一步。為了保衛土地，反對的農民多次到中央抗議，並在學者、社運團體

合作下，從糧食供給、生態保育、土地公平正義等角度，發表譴責的聲明。

                                                      
64 〈【土徵修法】立院三讀  農民憤怒 警滅火爆衝突〉，苦勞網電子報，2011 年 12 月 13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454。 
65 廖本全，〈阿祥伯的紅眼眶〉，徵引日期：2015 年 12 月 14 日，http://banbrother.blogsp

ot.tw/2014/07/blog-post.html。 
66 〈104 年 9 月 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  處理情形對照表〉（未刊

稿，2015），頁 2。 
67 〈挽救臺灣的兆元經濟一定要做  竹縣臺知園區再加把勁〉，《新竹縣政府新聞》，2015 年

4 月 14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

sDetail/50179。 
68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  邱縣長宣佈利多增闢四公車路線〉，《新竹縣政府新聞》，2016 年

1 月 1 日，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

Detail/54468。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454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0179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0179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4468
http://www.hsinchu.gov.tw/zh-tw/Event/NewsDetail/5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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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臺知園區的開發與抵抗仍在進行，最後是「天皇貢米」勝出，抑或是土地

徵收獲勝，目前仍是未知數。 

從經典好米、名米產地到模範農民的榮譽，當地農民已將稻米的「價

值」提升到最高層次，與所謂的「經濟開發」拉鋸。田守喜、陳發生建立稻

米自有品牌，生產的包裝米都註明「日治時期曾是天皇的貢米」，田守喜甚

至把土地徵收、捍衛家園的心聲記載其上。當地「天皇米」在今日重現的過

程中，與政府開發的威脅交錯，農民透過獲取全國性稻米競賽獎項，使產地

和品質的珍貴得到認定，冠軍米、臺知園區以及「天皇貢米」之說經由媒體

報導，逐漸在輿論發酵，讓日治時期的「天皇貢米」蛻變為今日抵抗土地開

發的象徵。  

第四節 天皇米現象 

一、打造「天皇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獻給天皇食用的米，必然是栽種過程嚴謹，品質卓

越的好米，從前述品牌塑造、社區營造到抵抗開發的案例來看，有些地方在

日治時期確實曾種植獻穀或神饌米，奉獻到日本皇宮或神社，但這些米是為

了新嘗祭使用，與天皇日常食用的用途並不相同，由於缺乏完整的歷史考

證，再加上記憶的落差，再現的「天皇米」與史實略有出入；也有像新竹的

例子，其「天皇貢米」說法源自戰時米穀徵收的誤解，實際上並沒有獻穀或

神饌的記錄。 

但無論如何，在居民的詮釋中，雀屏中選為奉獻地是一件光榮的事，

這樣的榮耀意味著稻米品質的肯定，而稻米優異的理由，則歸因於得天獨厚

的地理環境，尤其水質更是各地「天皇米」強調的重點，在今天要種出好

米，必須有特殊的種植方式，無論是肥料、農藥的控制、專倉收藏，甚至是

                                                      
69 〈莫讓璞玉田成「大埔第二」！各地自救會、農陣聯合聲明〉，《環境資訊電子報》，201

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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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採用異於一般稻米的田間管理，不僅為了品質，也在凸顯這些米

的「與眾不同」，這些卻也和日治時期新穀獻納的規則不謀而合。然而天皇

獻米的榮耀已經遠去，現在要證明品質、打響名聲的另一個途徑，就是爭取

比賽榮譽，透過全國性稻米競賽的冠軍獎項，再次證明稻米凌駕全臺，也為

天皇米說法增添幾分可信度。從各地對「天皇米」背景的詮釋，以及再現的

過程，都呈現出居民對農業、對地方的認同和驕傲，甚至在面臨開發徵收

時，轉化為保存土地的論述。 

  因為「天皇米」具有這樣的意義，而「天皇招牌」也蘊含臺灣人所建立

的日本形象，許多稻米品牌會利用「天皇」當作文宣的一部份，增加產品的

附加價值，與其他稻米作出區隔。也就是說，各品牌在使用天皇之說時，主

要追求的是稻米品質的保證，讓消費者引發美味、稀有和純淨的想像，再加

上「歷史背景」的推波助瀾，產生臺灣各地都有「天皇米」的現象（表 4-

1）。 

  由於「天皇米」之說具有傳說性質，許多米都能都掛上天皇招牌，因

此，藉由資料的考察證明其真實性，讓傳說轉化為「歷史」，更能使品牌脫

穎而出，這樣的途徑，甚至成為爭奪「正統天皇米」的方式。例如雲林縣西

螺鎮的獻納米以及莿桐鄉的孩沙里神饌米，由於兩鄉鎮比鄰，當地也都有獻

米給天皇的說法，為強調其真實和正統，雙方蒐集佐證資料，發展出天皇米

的歷史論述。正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到，西螺在鎮志中透過老照片的詮釋，具

體描繪出獻納米的生產流程，由於西螺米一直是西部好米的產地，「有圖為

證」也強化其作為獻納米的形象。莿桐鄉雖然同樣盛產稻米，但名聲不如西

螺，直到 2007 年孩沙里社區發現神饌奉獻胸章，被認為是獻納米最具體的

物證，隨即強調孩沙里才是「獻納米原鄉」，甚至認為遠近馳名的西螺濁水

米，其實是孩沙里的「五百甲圳濁水米」。 70 2014 年，為了強調神饌歷

史，並與西螺獻納米作出產品區隔，才將當地生產的稻米取名為「神饌

米」。71對莿桐居民而言，西螺獻納米只是傳說，有神饌奉獻胸章為證的神

                                                      
70 當地的說法為：「引濁水溪的「五百甲圳」，其灌溉的稻米是臺灣濁水米最重要的產地，

由於早期地主均住西螺，加上此地在清代、日治時期隸屬於西螺堡，才會造成西螺濁水

米的名聲較為響亮，因此西螺濁水米就是孩沙里番子段為主的濁水米。」引自孩沙里神

饌米包裝袋，在神饌米的宣傳網頁也有記載。  
71 居民認為，「獻納」的說法是被動要求，但「神饌米」是主動呈獻，後者更能強調在地

民眾的主動性。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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饌米，才是真正的「獻納米」。72 

表 4-1 今日臺灣販售的「天皇米」 

品牌稱號 產地 推動者/單位 備註  

天米 新北市金山區八煙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田爸爸的米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  

田守喜 
戰時米穀徵收記憶

的轉化 
東海米 陳發生 

芎林米 新竹縣芎林鄉  芎林鄉農會 

獻穀米 苗栗縣公館鄉中義村  公館鄉農會 1937 年獻穀  

湖底米 臺中市外埔區有機稻米專區  外埔區有機產銷班   

葫蘆墩米 臺中市豐原區  豐原區農會 1924 年獻穀  

獻納米 雲林縣西螺鎮  西螺鎮農會 
1932 年獻穀、

1941 年神饌田  

神饌米 雲林縣莿桐鄉孩沙里社區  孩沙里社區發展協會  
1939 年神饌田、

神饌直接捧持人  

打牛湳米 雲林縣二崙鄉中和社區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1939 年獻穀  

天皇米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社區  
竹山鎮農會、社寮社區發

展協會 
 

伊那谷香糯

米 

南投縣仁愛鄉松林、親愛、

萬大部落 
松林社區發展協會   

天皇米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  
吉安鄉農會、初英山文化

產業交流協會  
1942 年獻穀  

御皇米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  東里碾米工廠   

關山米 臺東縣關山鎮  關山鎮公所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電光米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里  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飯先生、求

真米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  掌生穀粒糧商號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池上米 臺東縣池上鄉  池上鄉農會 
鄰近 1934 年、

1941 年獻粟地  

說明： 稻米產品的包裝、文宣內，凡提到日治時期「曾獻給天皇」、「天皇指定御用」或

類似說法者，即列入此表中。  

資料來源：以網路搜尋農會、報紙等相關資料，並蒐集實際販售的商品，經筆者實地考

察、訪談製作而成。此表統計至 2016 年 1 月。 

  但也因為「天皇米」的傳說性質，讓宣傳有可以操作的空間，某些品牌

宣稱其具有「歷史」，來營造真實性的想像。「掌生穀粒」是一家創立於

2006 年的糧商號，不僅販售農產品，他們自詡為「農業作者作品的出版

                                                      
72 林重元（雲林農田水利會西螺區管理處主任，莿桐孩沙里人）口述，張素玢訪談，邱創

裕、黃翔瑋、黃儒柏記錄，201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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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販賣「臺灣生活風格」的品牌。73在其販售商品「飯先生」的說明

裡就提到： 

在糧食局的檔案資料裡可以找到，德高的米在日據時代是日本天

皇的御用米！就算你生活在臺灣，你別以為你有吃到過這裡的

米。74 

不過針對這段說明，筆者進一步詢問該公司「糧食局資料」和德高米的背

景，也諮詢農糧署、考察文獻，都無法得到「糧食局的檔案資料」和德高米

是「日本天皇御用米」的具體佐證，75上述這段說法令人存疑。由於「飯先

生」的產地位在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緊鄰 1934 年宮中獻穀粟所在的里壠

山（今海端鄉崁頂村），以及 1941 的ハイトトワン社（今海端鄉海端

村），筆者推測，獻穀之說可能因此向周遭地區擴散。76但是對商家而言，

經由「糧食局檔案」的宣稱，比起單純使用「獻米給天皇」的說法，更能塑

造產品擁有「歷史典故」的真實性，再進一步強調天皇御用的背景，引導消

費者「親口品嘗」的想望。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天皇米再現的目的，並非要忠實地呈現完整歷

史或真相，而是脈絡性地透過揀選、遺忘、放大，經由論證、組構、陳述而

再生產出符號，77也就是說，相隔半世紀以上，「天皇米」指涉的已非日治

時期受殖民政府支配的獻穀或神饌米，而是在尚未了解歷史真相、以及預設

的價值和立場之下，將資訊配置後建構的產物。然而，即使歷史並非再現的

目的，卻能夠藉由歷史考察，來強化「天皇米」的真實性與論述，因此，了

解過去新穀獻納活動的樣貌，以歷史背景建構「天皇米」，不僅可以豐富品

牌內涵，也能進一步強化其作為「文化產業」的基礎。 

                                                      
73 〈掌生穀粒品牌故事〉，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https://www.greeninhand.com/br

and_story.php  
74 〈有鄉下味的米─飯先生〉，徵引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https://www.greeninhand.co

m/product.php?CateID=1&ProductID=291&Page=0  
75 掌生穀粒企劃梁宏彰表示，德高里的天皇米和糧食局資料，據他所知是「有文獻記載曾

經供奉給日本天皇」，然而這部分因為「需要嚴謹的資料佐證，沒有辦法回答更深入的

問題」，梁宏彰資料提供，2015 年 9 月 21 日；而詢問農糧署「日治時期米獻米給日本

天皇」的相關資料，初步得到的回覆是「經查無相關官方說明」，農糧產字第 10410560

48 號函，發文日期：2015 年 4 月 1 日。 
76 此外，與崁頂村接壤的關山鎮電光里也有「天皇米」，初步推測可能也是相同的原因。  
77 林崇熙，〈雲林意識的形成：多元地方感的辯證〉《雲林文獻》49（2007 年 12 月），頁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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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袖」品牌 

  專制體制之下，國家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因此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安

排自然極為講究，「天皇」是日治時期日本帝國最高統治者，能夠讓天皇品

嘗的食物，就代表著最高規格，當代「天皇米」便利用這樣的符號，提升稻

米價值，而除了米之外，農產品中宣稱曾經「進貢給天皇」的還有南投中寮

鄉的香蕉、魚池鄉的紅茶、臺南麻豆的文旦，以及屏東三地門鄉德文部落的

咖啡等等，這些產品如何生成「天皇之說」仍有待研究，不過可以確定的

是，具有領袖權威的「天皇」在今天成為有說服力的品牌，甚至是日治時期

皇族、皇太子曾蒞臨的場所，也都成為旅遊宣傳的賣點。 

也因為領袖人物的權威和名氣，不僅日治時期的「天皇」，清代臺灣的

「皇帝」、今天的「總統」，也都被挪用為農產品宣傳的「代言人」。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臺南麻豆的文旦，根據報導，清代麻豆「買郎宅」所種的文旦因

為味道極佳，被指名為進貢給皇帝的貢品；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指定該

處 20 株文旦樹所產的文旦，每年專供天皇食用；78戰後政治領袖改為「總

統」，這時的麻豆文旦也獲得總統青睞，而有「總統柚」的稱號。79麻豆文

旦集結了「皇帝」、「天皇」到「總統」的頭銜，可以說把臺灣過去不同政

體、不同政權的「領袖」都運用在麻豆文旦的品牌上，無形中鞏固麻豆在臺

灣文旦產地的龍頭地位。這些產品曾經是被動地受到上級指示做為「貢

品」，如今當地主動地「召喚」領袖現身說法，為農產品背書。 

  臺灣邁入現代化社會，農業也面臨轉型的需求，從「天皇米」的再現，

可以看到稻米產業如何藉由歷史和故事來建構商品論述，在競爭激烈的市場

中創造新的品牌，因此，透過歷史學的研究，發掘農作物在過去的「榮

耀」，將產業賦予文化內涵而成為「文化產業」，將是臺灣農業未來可以努力

的方向之一。 

  

                                                      
78 〈郭義雄  天皇文旦  相傳四代的美味〉，《遠見雜誌》344（2015 年 2 月），頁 58。  
79 〈麻豆郭家文旦  有總統柚美譽〉，《經濟日報》，2007 年 9 月 13 日，D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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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點左右，日本東京靖國神社境內的公共廁所

傳出爆炸聲，疑似有不明人士在廁所內放置爆裂物，80由於 2 週前法國才遭

受 IS 組織攻擊，使得這起事件特別引發國際關注。當天為日本的「勤勞感

謝日」，靖國神社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新嘗祭」，有許多日本民眾到靖國神

社參拜。事實上，臺灣在 76 年前的日治時期，也曾派代表到靖國神社參加

新嘗祭，奉獻由臺灣人種植的神饌米，並持續了數年。今天我們相當陌生的

日本祭典新嘗祭，在日治時期是臺灣的祝祭日之一，也因為這個祭典，臺灣

施行了大規模的新穀獻納，甚至到今天仍對臺灣產生影響。 

本論文以當代的「天皇米」為研究動機，目的是要了解「天皇米」的

歷史樣貌，以及今天再現的過程。所謂「天皇吃的米」，日治時期即是新嘗

祭所使用的米。新嘗祭為日本流傳千年的新穀收穫祭典，日本神話中，

「米」是神賜予的作物，也是主要的維生糧食，因此新嘗祭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祭祀活動。自古以來，身為「現人神」的天皇主掌國家的宗教大權，在皇

宮中負責新嘗祭的祭祀，也透過祭典中食用神饌之儀式，獲得神靈的加持。

明治維新後，明治天皇為了建立全民對天皇的效忠，發展國家神道，將新嘗

祭及相關的神嘗祭列入國定祝祭日，使得新嘗祭在農業性質之外，也有國民

統合的政治作用。祭典中所使用的米，則從單一地點的供應，改由全國各地

奉獻，是為「天皇獻穀」的開端。 

日本領有臺灣後，由於統治基礎不穩固，總督府推行國家神道的態度

消極，即使新嘗祭已在臺灣實施，但規模有限，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不大。此

時總督府為了拓展臺灣米在日本的市場以增加歲收，著手進行臺灣米的改良

事業，歷經數十年工作，臺灣農民的栽種技術有所提升，臺灣米轉為日本品

系，也具備了成為神聖的「天皇獻穀」之條件。1922 年，在內地延長主義

的方針下，總督府開始讓臺灣加入「宮中獻穀」，與帝國各地一同貢獻天皇

在新嘗祭使用的穀物。臺灣獻穀包含米與粟，由五州二廳輪值提供，持續到

                                                      
80 〈靖国神社トイレで爆発音、壁焼ける  時限式発火装置か〉，《朝日新聞 DIGITAL》，2

015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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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獻穀乃透過地方頭人施行，充分動員地方社會網路，共同完成獻

穀的栽培工作，嚴苛的獻納要點不僅再次宣導現代農業技術，也是教化臺灣

人「敬神崇皇」的手段，除了米之外，獻穀粟的種植主要在蕃地推行，也成

為總督府化育蕃人的措施之一。 

到了戰爭時期，為了順利動員人力與糧食資源，日本政府加強社會教

化與米穀統制政策，也鼓吹農事增產的重要性。1939 年開始，日本發動大

規模的「神饌奉獻」，由各地青年團種植獻給日本神社新嘗祭所需的米，臺

灣也有許多青年團響應，使原本只在島內進行的神饌，成為日本神社的奉獻

地之一；1942 年起，在新嘗祭當天同時舉行「新穀感謝祭」，擴大糧食節約

和農業增產的宣傳。除此之外，臺灣的獻穀更自 1938 年起遴選捧持人到東

京，親自獻上種植的米穀，而獻給日本神社的神饌，也在 1939 年起選出捧

持人到日本神社參加新嘗祭，將新穀獻納事務運作至最高峰。 

由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事務可知，總督府乃透過「米」的奉獻，使臺

灣人在精神上敬愛天皇，效忠國家，而能為殖民者所用，實際層面上則有推

廣現代農業技術的目的，亦即，此乃日治時期同化、教化政策與農業、食糧

政策結合的例證。由於獻穀以輪值方式執行，再加上神饌大規模的奉獻活

動，使得臺灣許多地方都有栽培獻穀或是神饌的記錄，到了戰後，這樣的歷

史因為政治而噤聲，直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綁，日治時期的事物不再是禁

忌，加上日本的大眾文化的影響，「天皇」逐漸成為有效的「品牌」，各地

「天皇米」也就陸續在臺灣再現。 

在本論文所討論的案例中，苗栗獻穀米藉由精緻的包裝設計，打造新

的農產品牌；西螺獻納米在產地盛名的加持下，成為知名的「天皇米」；莿

桐孩沙里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將「神饌奉獻」作為社區文化產業，發展神

饌米品牌，除此之外，新竹貢米更藉由「天皇米」的說法，作為抵抗土地開

發的論述，而獲取全國性的稻米品質競賽獎項，也為「天皇米」增添新時代

的榮耀，無論是政府扶持或個人的推動，今天的「天皇米」呈現出臺灣稻米

產業的另一種樣貌，與日治時期的新穀獻納相比，可謂各有千秋。不過若以

歷史的角度來看，「天皇米」所建構的論述多已脫離史實，缺乏嚴謹的考

究，雖然歷史的真相並非再現的目的，但完整的「天皇米」歷史背景，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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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文化產業基礎的建構。 

對「天皇米」的栽種者或當地居民來說，日治時期獲選為「天皇御用

米」，意味著當地稻米品質傑出，如同獲得最高品質認證般的驕傲，在訪談

過程中，也有許多人感念日本人帶來的技術與品種，使今日能種出優質的

「天皇米」。從日本新嘗祭的源起與發展，到日治時期傳入臺灣，發動獻

穀、神饌的栽種，這兩項事物跨越時空後又於今天再現，轉化為其它用途與

價值。本論文的主要目的雖然是了解「天皇米」的歷史真相，然而此間的跳

躍和變化，筆者認為還反映出幾個層面的意義。 

首先，是歷史學研究的意義，透過歷史發掘與考證，將過去所遺留的

歷史與今日連結，發揮歷史學在當代社會的實用價值。本論文所述的「天皇

米」，便是運用日治時期的歷史資源，將地方流傳的「天皇獻穀」說法轉化

為行銷資源的例子，它成為地方凝聚的共識，也是商業市場的品牌，若藉由

歷史研究詳加考察，不僅能補足「天皇米」的論述，也可深化文化產業的內

涵。這說明了「歷史」超越時空、至今仍在不同層面上影響臺灣社會，也是

歷史學運用在學術系統外的案例。歷史學能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碰到的問題，

也能在今天的社會發揮實用價值。 

不過，這種情況也引發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們要如何看待過去的歷

史，給予正確的定位。以本論文研究的對象來說，雖然現在「天皇米」是在

地民眾的驕傲，然而在日治時期，新嘗祭屬於國家祭日，目的是強化國民對

天皇的崇拜，祭典所推行的新穀獻納，更有國家統合的政治意涵，而米作改

良政策，也與殖民統治的經濟榨取有關，這樣的前提之下，「獻穀」和「神

饌」是殖民地教化事務的一環，目的是要培養臺灣人「敬神崇皇」的精神，

為國家效勞，到了戰爭時期，不僅實施米穀統制，也再次利用新嘗祭和新穀

獻納來遂行殖民母國的需求。相隔數十年，「天皇米」再現於臺灣，卻因為

缺乏完整歷史考證，其論述已脫離正確的歷史事實，成為有預設價值和立場

的符號。在離開殖民統治的後殖民情境裡，「天皇米」看不見當初殖民者教

化的意圖，反而要傳達的是高品質和稀有性，然而這是否能代表著臺灣已脫

離殖民母國的文化宰制，發展出自我認知的主體性？這部分或許還要有更多

的研究和細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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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歷史學研究的實用性，以及歷史定位和評價、後殖民討論等

等，筆者認為，這背後牽涉到臺灣人對自身歷史文化認識的不足，以致於無

法全觀性地面對殖民歷史，凝聚社會共識，也難以妥善地轉化、運用和詮釋

所遺留的歷史資源，我們缺乏足夠而正確的歷史認知和意識，因此難以發展

出文化主體性。在今天，臺灣各地都有發展「文化產業」，或者「文化創意

產業」的呼聲，然而臺灣歷史若沒有獲得普遍的重視和普及，將難以孕育出

具有臺灣認同的主體性文化，缺乏完整的歷史研究，也無法建構出正確而豐

富的產業內涵。不過歷史文化之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在學校教育以外，也需

要向社會大眾普及歷史知識，讓公眾領域能在正確的歷史基礎上，針對我們

共有的歷史進一步討論、彼此對話，凝聚出共同的論述，成為這時代的集體

記憶。這點反映出公共歷史學的重要性，也就是將歷史學與「公共

（Public）」作連結，發揮歷史學在當代社會的功能。從本論文對「天皇

米」發展過程的爬梳來看，凸顯了這個層面的意義，歷史學不僅是「過去和

現在永無止境的對話」，也可以將「過去」發揮「現在」的價值，而建立具

有自我意識的臺灣主體性，臺灣歷史的普及和研究也將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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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獻穀田畑一覽表 

年度 州廳 獻穀田地點 面積 獻納正副總代表 身分、經歷 住所 奉仕人 備註 

1922 臺北州 

七星郡士林庄石角員山
仔腳（芝山岩旁）  

 

300 

吳順  
士林庄員山仔腳 56 番
地 

吳赤牛等共 8

人 
 

簡春塘 
副甲長，協助政
府建設 

士林庄員山仔腳 44 番
地 

文山郡深坑庄木柵 43、
44 番地（木柵公學校
前） 

 

90 

張德明 

地方仕紳、區
長、庄長、州協
議會員等，農業
改良有功 

深坑庄木柵 

深坑庄陂內坑抱子腳  

深坑庄木柵張
龍朱、深坑庄
番子公館張世
傅、深坑庄港
墘陳興詩  

 

陳海   

1923 新竹州 

新竹郡新埔庄犁頭山土
地公埔 

 

478 

 

羅獻玉  
關西庄上南片南片
176 番地 

  

范澄勝  新埔庄田新 326 番地 

竹南郡蕃地バアガサン
社（今苗栗南庄鄉蓬萊
村） 

147 日加伊乃阿拐  
頭目日阿拐之長
子 

竹南郡蕃地バアガサ
ン社大湳 

 
在原地建立
神社 

1924 臺中州 
豐原郡豐原街上湳坑
132 蕃地 

383 張德察  
豐原街上湳坑 131 番
地 

游龍江等   



 
 

110 

張麗俊 

仕紳、保正、協
議會員、農會理
事等 

豐原街下湳坑  

能高郡蕃地バーラン社
（霧社公學校的忠魂碑
前，今南投仁愛鄉巴蘭
部落） 

600 タダオワリス   
能高郡蕃地バーラン
社 

  

1925 臺南州 

新豐郡歸仁庄八甲  

 
394 楊丁旺 

保正、王爺廟主
事 

歸仁庄媽祖廟 1951 番
地 

  

嘉義郡蕃地達邦社  49 ベヨンシウオンク  頭目 嘉義郡蕃地達邦社    

1926 高雄州 

屏東郡九塊庄東寧 206

番地 
144  

龔天降 

仕紳、庄長、州
協議會員、農會
州稅調查員等  

屏東郡九塊庄后庄
338 番地 

  

陳總鎮 保正、庄助役  
屏東郡九塊庄后庄
370 番地 

潮州郡蕃地ライ社  

（農業指導所旁）  

（今屏東來義鄉來義
村） 

90 

ルバーニヤウワル
サガル 

頭目 

潮州郡蕃地ライ社  
該地作為聖
地祭祀 

サウスウデベ  副頭目 

1927 臺東廳 

卑南區知本社（神社預
定地） 

1,579 
タンボイ 知本社頭目 

卑南區知本社   
在原地建立
神社 タノバク 青年會班長 

卑南區卑南 2,070 

タララウ 卑南區長 

卑南區卑南   

ラワイ 馬蘭社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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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大
嘗
祭） 

花蓮港
廳 

吉野區吉野村 950、
951 番地（原移民指導
所農場，改為花蓮廳農
會農場） 

2,250 

先山儀三郎  

吉野區吉野村 54 番戶 

中桓彌惣次、  

泉久男、梅津
三郎、谷田清
加、黑木貞
次、臺木進  

 
高塚芳太郎  

平野區荳蘭 1402-1456

番地（原部落祭典場
地） 

3,429 
坪井作太郎（蕃
人） 

 平野區荳蘭 57 番戶  
持續種粟供
應部落祭典 

1929 臺北州 

宜蘭郡員山庄外員山員
山 182 番地（宜蘭神社
前） 

720 朱再枝 
庄長、員山信用
組合長 

員山庄吧荖爵 59 番地   

蘇澳郡蘇澳庄大南澳浪
速（浪速移民組合試作
地、大南澳公學校旁）  

362 戴雲輝 
原為新竹廳大湖
口區甲長 

蘇澳庄大南澳浪速
180 番地 

 
在原地建立
神社 

1930 新竹州 

桃園郡桃園街中路 110

番地 
565 

黃金發 
仕紳、保正、區
長 

桃園街埔子 224 番地 
簡波、簡秀
江、簡玉溪、
黃恭房、黃恭
木、楊清標、
楊石嚴、黃恭
杞 

田地作為模
範田 

簡長春 

街助役、昭和日
新會長、青年團
長、水產會代議
員等 

桃園街長美 201 番地 

竹東郡蕃地シバジイ社
（今新竹五峰鄉十八兒
部落） 

338 

ユーバイバアイ  頭目 シバジイ社 10 番戶 
ハオスオマ
ウ、イバンエ
テ、タイモプ
ユン、マライ
タオス、タイ
モワイサン、
タロノウバイ  

 

ワタンバイシユ   シバジイ社 12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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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臺中州 

大甲郡大甲街頂店 298-

3 番地 
168 

許加  大甲街頂店 298 番地 

  

郭燕檳 篤農家 
大甲街營盤口 121 番
地 

東勢郡蕃地稍來坪  

（今臺中和平鄉南勢部
落） 

170 

ユーミンプヨン   
東勢郡蕃地南勢社警
第 5 號 

  

ニーハオプタ  篤農家 
東勢郡蕃地南勢社警
第 1 號 

1932 臺南州 

虎尾郡西螺街西螺 412

番地 
468 

鍾士  西螺街茄苳 362 番地 

  

鍾腔  西螺街茄苳 362 番地 

嘉義郡竹崎庄畚箕湖石
棹 

120 

ベヨンシモーオ   
嘉義郡蕃地ララウヤ
社 5 番戶 

  

ムキナナバスヤ   
嘉義郡蕃地ララウヤ
社 8 番戶 

1933 高雄州 

鳳山郡鳥松庄崎子腳
100 番地 

192 

黃安心 

公學校教員、畜
產組合副組合
長、州農會相談
役、庄協議會副
議長等 

鳥松庄鳥松 117 番地 

  

黃朝宗 
庄協議會員、保
正、區委員 

鳥松庄鳥松 44 番地 

屏東郡蕃地サンテイモ
ン（今屏東三地門三地
部落） 

148 

ルルアンランバウ  傀儡蕃頭目 
サンテイモン社警第
1 號 

 
在原地建立
神社 

タルザルムテブサ  駐在所警手 
サンテイモン社警第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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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臺東廳 

卑南區呂家 1238-2 番
地 

1,270 
ソワナ  呂家 141 番戶 

  
コントワ  呂家 141 番戶 

里壠區蕃地里壠山  

（今臺東海端鄉崁頂
村） 

670 

タケシタランカイ
シヨル 

 
里壠山 8 蕃戶 

 
アリマンシケ
ン等 4 人 

 

ミンカウナンボア
ク 

 里壠山 9 蕃戶 

1935 
花蓮港
廳 

鳳林區林田村 1724 番
地 

 

2,295 

玉浦重一 
移民村居住民會
長 

林田村南岡 41 蕃戶 

  

田中卯吉  林田村中野 33 蕃戶 

壽區豐田村大平 1257

番地 
2,500 船越與曾吉  豐田村大平 63 蕃戶   

1936 臺北州 

七星郡士林街三角埔
301-1、379 

（農業傳習所用地）  

 

1,060 

潘光楷 

士林庄長、士林
街長、教化聯合
會顧問、州會議
員 

士林街士林 361 番地 

 

  

賴有土 
三角埔共同耕作
組合代表 

士林街三角埔 352 番
地 

蘇澳郡蘇澳庄大南澳南
澳社 

684 

ヤウイトラス   
南澳社クバボ社 1 番
戶 

トーレノーカ
ン（奉耕總
代、農事講習
生） 

 

ユーカンユワル   
南澳社ゴンゴ社 1 番
戶 



 
 

114 

1937 新竹州 

苗栗郡公館庄中小義 67

番地 
898 

林益貞 地方知名堪輿師  
公館庄中小義 65 番地 

 
林隆獻等 8 人  

鍾立旺  
公館庄中小義 148 番
地 

大溪郡蕃地角板山社  322 

ハツカオワタン   
大溪郡蕃地角板山社
15 番戶 

  

タンガワタン   
大溪郡蕃地ラハウ社
17 番戶 

1938 臺中州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34 番地 

360 

陳得龍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33-1 番地 

 

首度安排獻
穀捧持人，
由奉耕人陳
德立、游水
成到日本 

游水成  
大屯郡北屯庄軍功寮
348 番地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ン
社、ロロナ社  

（今南投信義鄉望美部
落、羅娜部落）  

215 

ビヨンタケシリネ
ヤン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
ン社ロロナ社警第 27

號 ナツトクバラ
ベ （奉耕總
代） 

 

ビシヤロタケルン   

新高郡蕃地ナマカバ
ン社ロロナ社警第 37

號 

1939 臺南州 

虎尾郡二崙庄惠來厝
317 

4,056 

廖三笋  
二崙庄惠來厝 197 番
地 

 

奉耕人梁三
水等為捧持
者 

廖坤桶  
二崙庄惠來厝 207 番
地 

嘉義郡蕃地トフヤ社  

（今嘉義阿里山鄉特富
野部落） 

208 

ベヨンシデブスグ   
嘉義郡蕃地トフヤ社
12 番戶 

  

矢田勇一（蕃人）   
嘉義郡蕃地タツトア
メ社 2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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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高雄州 

東港郡萬丹庄新庄子
603-2 番地 

 

李劣 

庄協議會員、共
同苗代組合長、
農業相談所理
事、社會敎化委
員、振吉農具商
會主等 

萬丹庄新庄子 185 番
地 

 

李劣為獻穀
捧持人 

李水來  
萬丹庄新庄子 185 番
地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チ
ライ社 

（今屏東牡丹鄉石門部
落） 

 

中島仙太郎（蕃
人）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
チライ社 6 番號 

 

中島仙太郎
為獻粟捧持
人 

鈴木薰 

（蕃人） 
 

恆春郡蕃地チヨウカ
チライ社 47 番號 

 

1941 臺東廳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473-

2 番地（新港支廳後）  

 カイガ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9-2

番戶 

 

カイガ為獻
穀捧持人 

 新山三郎（蕃人）   
新港郡新港庄新港 5-2

番戶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ト
ワン社 

（今臺東海端鄉海端
村） 

 
イシバリラブカバ
ス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
トソン 36 番戶 

 

カバス為獻
粟捧持人 

 
イシバララ 

ビハイシヨル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
トソン 34 番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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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花蓮港
廳 

花蓮郡吉野庄草分
1534 番地（今稻香國
小） 

 

納富長右衛門  精通農事者 
花蓮郡吉野庄吉野
185 番地 納富長右衛門

等 5 名 

納富長右衛
門、植村明
等三名為獻
穀捧持人 

黑幕真次  
花蓮郡吉野庄吉野
368 番地 

 

鳳林郡チアカン（平林
社） 

（今花蓮萬榮鄉西林
村） 

 

上村明（蕃人）   鳳林郡平林社 36 番戶 
ピツサオウミ
ン等 5 人 

 

タツサウワツチエ   
鳳林郡平林社 113 番
戶 

1943 臺北州 

海山郡中和庄外員山
（海山神社旁）  

880 

平野義助 

本籍大阪市，基
隆警察署勤務、
羅東郡五結庄書
記、中和庄長  

海山郡中和庄  
林良成、林義
財等男女 20 名 

奉耕人林良
成、林義財
為獻穀捧持
人 

宮岡吉松    

羅東郡バヌン社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部
落） 

    
山田大作、矢
野啟行等  

山田大作、
矢野啟行為
獻穀捧持人 

1944 新竹州 

新竹州中壢郡中壢街三
座屋 

587 
松村龍男（李水
文） 

公學校訓導、宋
屋信組主事、宋
屋信購販利組合
長 

   

大湖郡タバライ  

（今苗栗縣泰安鄉榮安
部落） 

293 杉山太郎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農事報》、《まこと》、《敬慎》、《臺灣警察時報》、《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臺灣食糧經濟新聞》「臺灣人物誌  (1895~1945)」資料庫：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

統」：http://who.ith.sinica.edu.tw/、「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http://gissrv4.sinica.edu.tw/、「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註：1928 年為踐祚大嘗祭  

http://gissrv4.sinica.edu.tw/
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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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娟 

  2012〈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造〉，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永賓 

  2014 〈社區產業發展文創商品之成功要素研究─以孩沙里社區的五百

甲圳米為例〉，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黃俊昌 

  2014 〈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意如 

  2011 〈臺灣農產品如何說品牌故事?─以掌生穀粒、小農主意及吾穀

茶糧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  

楊永良 

  1994 〈律令国家における大嘗祭の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

碩士論文。 

劉明俊 

  2002 〈三塊厝鹹菜桶-地方特色產業文化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文化

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蔡承豪 

  2009 〈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論文。 

蕭明禮 

  2004 〈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

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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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論文、其它論文 

 李力庸 

  2007 〈《臺灣農事報》與其糧食論述〉，《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

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三、其它、電子資源 

（一）電子資料庫 

臺灣人物誌 (1895~1945)資料庫：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  

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http://gissrv4.sinica.edu.tw/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  

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http://udndata.com/udn/   

（二）報章雜誌 

黃瓊瑤、閻安琪 

  2015 〈2014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暨頒獎典禮紀要〉，《農政與農情》

271。 

莊淑惠 

  2009 〈公職換跑道‧農會新鮮人：打造在地品牌‧開創農業新局—

苗栗縣公館鄉農會總幹事韓鴻恩〉，《豐年》59：24，頁 18-22。 

王一芝 

  2015 〈郭義雄 天皇文旦 相傳四代的美味〉，《遠見雜誌》344，頁

58。 

林洧楨 

  2015 〈新竹璞玉計畫愈搞愈大背後有何玄機？〉，《財訊雙週刊》

481，頁 44-47。 

《民生報》 

《自由時報》 

《經濟日報》 

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http://gissrv4.sinica.edu.tw/
http://who.i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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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新聞 

《新竹縣政府新聞》 

《苦勞網電子報》 

《幸福雲林電子報》 

《環境資訊電子報》 

《雲林縣政府縣府新聞》 

《朝日新聞 DIGITAL》 

（四）網站 

廖本全，「命土悲歌」，http://banbrother.blogspot.tw/  

掌生穀粒糧商號：https://www.greeninhand.com/brand_story.php  

國立臺灣大學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http://thdl.ntu.edu.tw/weight_measure  

（五）其它資料 

 〈104 年 9 月 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 處理情形對

照表〉（未刊稿，2015）。 

〈桃園街新穀感謝祭回覽板〉，1943 年。 

〈雲林縣莿桐鄉孩沙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雲林：未刊稿，2013 年） 

新竹縣政府 

  2010 《新訂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2015 《新訂臺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書》。 

農糧署，〈2015 年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 傳承、創新、新農業〉，《農糧

署新聞稿》，7232 號，2015 年 5 月 26 日。 

四、口述訪談 

田守喜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田榮茂（1933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0 日。 

李英茂（1940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6 年 2 月 1 日。 

https://www.greeninhand.com/brand_st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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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幼詩、楊瑞蘭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3 日。 

林礽清（1938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林昌悅（1935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27 日。 

林武文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22 日。 

林冠伶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9 月 24 日。 

林炳坤（1922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4 年 1 月 22 日。 

林重元口述，張素玢訪談，邱創裕、黃翔瑋、黃儒柏記錄，2014 年 1 月 17

日。 

高清木（高樹枝之子）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 月 31 日。 

莊茂生（1930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紀錄，2013 年 7 月 11 日。 

陳春鑑（1935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紀錄，2014 年 7 月 7 日。 

陳發生（1936 年生）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5 年 12 月 13 日。 

陳璋輝口述，邱創裕訪談記錄，2016 年 2 月 1 日。 

蕭澤梧口述，張素玢主訪，邱創裕、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紀錄，20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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