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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回憶：雲林縣的糖廠物語
一、糖的發源地：恆河流域
西傳：亞歷山大遠征印度
東傳：唐朝鄒和尚
二、殖民貿易與反清復明
荷蘭人的糖業貿易
鄭成功的糖業貿易
三、矛盾的地景
郁永河〈詠臺唐詩〉：「蔗田萬頃必萋萋，一碧籠蔥路欲迷。」
高拱乾〈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
四、一八六○年台灣開港：台灣糖業的轉變
五、日治時期影響雲林糖廠興起的幾個因素：
1、明治卅一年（1898 年）制訂糖業為殖民台灣的產業方針。
2、明治卅四年（1901 年）新渡戶稻造出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並提
出〈台灣糖業改良建議書〉。
3、明治卅五年（1902 年）台灣總督府依據新渡戶之建議書，頒佈〈糖業
獎勵規則〉。
4、柯鐵虎抗日事件落幕
5、日俄戰爭
六、四個性格完全不同的糖廠
1、日本財團經營下的超級製糖工場：虎尾糖廠
創廠於明治卅九年（1906 年）
創廠人：鈴木藤三郎
接續人：藤山雷太
2、台灣人經營的迷你糖廠：斗六糖廠
創廠於明治四十二年（ 1909 年 ） ， 原 為 紅 糖 工 場 ， 明 治 四 十 三 年
（1910 年）改為現代化製糖工場。
創廠人：台南糖商王雪農與斗六仕紳王克明
3、對抗北港糖郊的巨大工場：北港糖廠
創廠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
創廠人：小松楠彌
4、戰爭體制下的糖廠：龍巖糖廠
創廠於昭和十年（1935 年）
創廠人：藤山愛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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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趣的產業：
1、酒精：（1）虎尾糖廠的食用酒精（2）虎尾糖廠的無水酒精（3）龍巖
糖廠的丁醇。
2、糖果：森永製糖株式會社旗山製糖工場
3、奶粉：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蒜頭製糖工場
4、健素糖與健素冰
5、甘蔗板
八、糖廠的歷史貢獻：
1、消弭羅漢腳、抗日及盜匪。
2、在嘉南大圳開通以前使嘉南地區農地地盡其用。
3、造就新城鎮（虎尾）及新社區（龍巖）的繁榮。
4、促使雲林地區進入工業現代化
九、糖廠的未來何去何從？
四座糖廠的現狀：
1、虎尾糖廠：逐漸破落消失中
2、斗六糖廠：夷為平地，殘存幾間宿舍
3、北港糖廠：停工廢置中
4、龍巖糖廠：夷為平地，只剩一顆「臥龍山碑」
十、廿一世紀的經濟趨勢：
1、知識經濟
2、創意經濟
3、人文經濟（歷史、文化、生態、環保、教育）
雲林縣糖廠未來的產業優勢不是大賣場、加油站，不是養豬種花，也不是
生物科技，而是別人無法取代，獨一無二的糖廠文化。當世界先進國家開始走
向知識的、人文的、環保生態的廿一世紀新經濟時，「文化」這一產業將是不
可忽視的重點，而糖廠便具有深厚優渥的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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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糖廠總廠
1898 年日本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將「獎勵糖
業」訂為振興台灣產業的基本政策。1900 台灣第一家近代製糖會社「台灣製糖
株式會社」成立，1902 年 1 月在高雄橋仔頭設置台灣第一家新式製糖廠，將台
灣的製糖業推上新高峰。
爾後，日本各大財團相繼進佔台灣製糖業。「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於
1906 年在當時尚稱五間厝的虎尾設製糖工場，第一工場和第二工場分別於 1908
年及 1912 年設立完成，至此虎尾糖廠初期的建廠大致完成。
1920 年代世界爆發經濟大恐慌，為台灣糖業帶來大整合，一些中小製糖會
社都被三井、三菱、藤山三大財團的大型日本製糖企業吞併。至 1928 年三大財
團在資本上佔有台灣製糖占資本的 78％，產量占 83％完成獨佔。
1925 年增蓋所謂的「第三工場」，1926 年設置酒精工場，並在 1927 年合
併「東洋製糖株式會社」，1935 年合併「新高製糖株式會社」，1941 年合併
「帝國製糖株式會社」1943 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改稱「大日本製糖興業株式
會社」，其規模之大，在即盛時曾轄有 14 個製糖工場、5 個酒精工場、一個冰
糖廠、一個甘蔗示範場。各種蔗面積達廿餘萬甲，最高糖產量增創下 10 萬公噸
的紀錄，是當時台灣規模最大、產量最豐的一個製糖會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虎尾糖廠屢遭轟炸，台灣光復後全力搶修，1952 年 2
月重建完成，糖業再次成為國民政府的獨佔事業。1945 年台灣糖業監理委員會
設立，下設 4 個區分會，分別監理台灣製糖、日糖興業、明治製糖、及鹽水港
製糖等 4 大會社，虎尾總廠左在為第一區分會。1946 年 4 月監理工作結束而接
管，改稱糖業接管委員會第一區接管分會，1946 年 5 月成立台灣糖業股份有限
公司，改稱第一區分公司，歷經多次改組後，1950 年 7 月使稱台糖公司虎尾總
廠，仍轄有虎尾、北港、斗六、大林、龍岩 5 座糖廠及一所蔗作改良場，和屏
東糖廠及蒜頭糖廠並列為台灣三大糖廠。虎尾糖廠本身擁有三座龐大製糖工
場，日搾能力高達 4900 公噸，產量曾居全省之冠。
除了製糖之外，糖廠亦開發其他附加產業，其中酒精為日治時期糖廠最具
代表性的附加產業。這座 1926 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設立的酒精工場，規模之
大，產量之豐，號稱「東洋第一」，其由法國原裝組件的機械，能生產純度
99.2％以上的「無水酒精」，可供軍方戰鬥機使用，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期，日本動力能源的重要來源。如此一來，虎尾糖廠不但是台灣產業重地，也
成為軍事上的重要根據地。直到台灣光復後，「無水酒精」仍普遍使用於汽
車、火車等交通工具一段時日，足見其在歷史的重要性。
糖業雖為虎尾帶來繁榮的生機，但 1969 年雲林開發地下水成功，農民大量
轉種水稻，加上台灣製糖成本昂貴及國際市場糖價重跌，使得台灣糖業的國際
市場全面中斷。到目前為止，台灣糖業幾乎已經沒有外銷市場可言，只好被迫
緊縮開支、裁員及關閉小型糖廠。以虎尾糖廠來說，第二製糖工場於 1961 年停
用，繼在 1973 年拆除。酒精工場於 1975 年停止生產、拆遷併入新營附加工
廠，至此虎尾糖廠的糖業風光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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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北港糖廠
一、北港的第二春—北港糖廠
北港是台灣開發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城鎮，遠在明代即為與大陸通商的港
口。荷蘭據台時期，泉州人許友儀（義）、許源興等人大事入墾開拓，為漢人
定居北港之始。在鄭成功攻台之際，北港已是稍具規模的街市，到了清領之
初，更發展成為台灣沿海的重鎮，並且是北路米糧輸出大港。乾隆 29 年出版的
《台灣府志》（續修）曾載：「舟車輻輳，百貨駢闐，俗稱小台灣。」北港貿
之興盛，僅次於台南府城。然而隨著天災人禍及港道淤沙嚴重，清末時期，北
港已是一個生意蕭條、市井沒落的小河港，到了明治 40 年（1907 年）港口運輸
完全結束，北港繁華熱鬧的景象，從此不復存。
失去河港運輸優勢的北港，繼而代之促使近代北港再興起的原動力，主要
莫過於三：其一、北港朝天宮香火鼎盛，每年農曆 3 月前後，有 30 萬人進香客
前來朝拜；其二、當時北港尚為油、糖、農產品集散中心，當中又以油業最
盛，曾有百餘家之多，居全台之冠，故有俗諺描述「油價北港訂」；其三為日
本人投資興建的北港糖廠。這三者中以北港糖廠的影響最為久遠而持續，其不
但引進新式搾蔗糖機器，使蔗糖的質與量提升，興建規模龐大的宿舍，迼就上
千個工作機會，增加北港街市的人口，又分別在明治 44 年（1911 年）開通嘉
羗北港鐵路運輸線，大正 2 年（1913 年）北港至烏麻園（後來站名改為口湖）
開始營運載客，大正 3 年（1914 年）設置北港到大林間的「進香鐵路」，讓原
先沒落的運輸產業從新活絡了起來，這些成就與影響，是前兩者在日治時期所
不能及的，所以我們將北港糖廠視為北港再生的第二春實不為過。
二、影響台灣糖業的政策與法令
在介紹北港糖廠之前，有一則台灣總督府的政策及兩條日本法案的修正，
不但影響台灣糖業發展，亦深深影響明治 43 年（1910 年）北港製糖株式會社
的設立。
明治 34 年（1901 年）日本農業學者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並
提出「台灣糖業改良意見書」，主張以「蔗作農業生產過程」的改進和「製糖
工業過程」的近代化，做為台灣糖業改革的兩大目標。
總督府接受新渡戶博士的建議，於明治 35 年（1902）6 月頒佈「糖業獎勵
規則」，並設立臨時台灣糖務局，推行大規模、科學性的糖業獎勵政策和措
施。首先，引進夏威夷玫瑰竹種的蔗苗，並無償提供，大力推廣。其次，實施
無償供給肥料或補助肥料費，補助開墾、修築灌溉排水工程費，無償提供官有
地，以及補助購買農具，模範蔗園耕作資金等獎勵措施。總督府以實施資金援
助、指定原料採取區域、保護市場等三大措施，支援和保護日本新興製糖大企
業。這項獎勵規則使台灣舊有「糖部」，陸續為日本企業與本鳥富紳所設的改
良式糖廠所併吞。
明治 39 年（1906）日本眾議院召開第 23 次會議，提出明治 35 年法律第
33 號「輸入原料砂糖戾稅法」有關仰賴外國原料進口的精糖業者保護政策修正
案，其法律效力原至明治 40 年 3 月 31 日終止，然而眾議院卻希望此法案能延
長至明治 44 年 7 月，由於此項法案並未嘉惠台灣的粗糖會社，引起台灣糖業反
彈，最後法案改延長 2 年，眾議院於明治 41 年（1908）3 月 21 日通過，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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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院亦表決通過實施。
「輸入原料砂糖戾稅法」的延長案，對台灣糖業，尤其是傳統糖部及台人
個人資本的改良式糖廠產生莫大的衝擊。更不幸的是，明治 37、38 年（1904
至 1905）日本對露西亞（俄國）宣戰，爆發「日露（俄）戰爭」，日本最後雖
然戰勝，然而一年多的戰事卻耗掉日本整整 8 年的國家歲收，日本旋陷入通貨
膨脹的危機，明治 44 年 2 月 22 日議會通過「砂糖消費稅」的增徵，四種砂糖
由每百斤 7 圓 50 錢的消費稅，一躍 10 圓以上，這對已搖搖欲墜的台人糖業，
無疑是雪上加霜。
明治 40 年以後，日本製糖會社仗著資金雄厚及總督府的保護政策，相繼進
入台灣設置製糖工場。明治製糖、鹽水港製糖（明治 40 年）、藤山財團（接收
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新高製糖（明治 42 年）、斗六製糖、帝國製糖、中央
製糖、永興製糖（明治 43 年）等會社紛紛設立，到明治 44 年，台灣已有新式
製糖工場 21，台人富紳的糖廠幾乎全被日本企業吞併淘汰，北港製糖株式會社
就在這樣的歷史時空背景下，於明治 43 年 7 月在北港誕生。
三、小松楠彌的北港製糖株式會社時期
明治 43 年 7 月以小松楠彌為首的日本資本家，投資 300 百萬日圓創設北港
製糖株式會社，裝置了英國「喬馬克尼爾」公司製造的 1000 英噸壓榨機，開啟
了北港近代新式榨蔗製糖的新紀元。
台灣的新式製糖業早在 1900 年就出現了，可是為何北港遲至 1910 年才設
立呢？一般認為，北港由於土質、地形、氣候、水利等因素適合種蔗，加上早
年為台灣農產品集散吞吐大港，因此遠在明清之際，糖部就已經四處林立，並
且成立著名的「笨南北港糖郊」共同經營產銷。傳統榨糖業在北港說來已是根
深蒂固的百年行業了，所以在日治初期北港港停滯前後，日本尚無法兼併之，
但隨著總督府對日本企業的保護獎勵及頒佈不利台人糖業的法令，讓北港台人
的傳統糖業，完全喪失市場的競爭實力，終使日本企業進駐北港，改變北港的
近代命運。
北港製糖株式會社新銳的千噸榨糖能力，一年總產值遠超過原先北港所有
的傳統糖部的總和，迫使台人製糖產業紛紛退出或破產，而原屬於台人的蔗
園，也在小松楠彌雄厚的資本下，一一被收購兼併。根據後來「大日本製糖株
式會社」的紀錄，北港郡內的土地有 24433 甲被製糖會社兼併，其中 19639 甲
為蔗作適地，而蔡厝的 456 甲則編為農場。北港的糖業至此成為日本人的獨佔
事業，北港人已無競爭的生存空間了。
在談論小松楠彌的北港製糖株式會社，一般都會忽略掉明治 44 年於台中創
建的大甲製糖所，此製糖所為榨糖量 200 噸的改良式糖部，於同年 3 月改稱為
北港製糖株式會社分工場「月眉製糖所」，也就是後來月眉糖廠的前身。這製
糖工場於大正 4 年（1915）更新為 300 噸的分蜜糖製造裝置，這些措施充分的
表現出小松楠彌的北港製糖株式會社意圖深植台灣的決心與魄力。
小松楠彌雖有雄心壯志，然而他仍要面對許多的挑戰。當時世界除了我們
已知的蔗糖製造之外，尚有以歐洲為主產地的甜菜糖，當中的獨乙（德國）、
墺太利（奧地利）和英國等都是世界數一數二糖業大國。這些帝國的殖民地爪
哇、玖瑪（古巴）等，蔗糖產量也都十分驚人，對日本糖業而言是相當大的威
脅。
而日本本身的糖業政策則以日本內地產精糖為主，台灣以產粗糖做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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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糖的原料為輔，因此在競爭的條件上，台灣一直只是日本整個糖業的附屬而
已，根本沒有所謂的國際空間。再加上台灣自明治 40 年之後製糖會社大量成
立，台灣市場本身競爭十分激烈，所以小松楠彌想藉由北港製糖株式會社在台
灣撐起一片天，實在相當不容易。
四、鈴木商社的東洋製糖株式會社
北港製糖創廠之初，台灣糖業產量由明治 42 年的 230 萬擔，逐年提升到明
治 44 年的 450 萬擔。然而明治 44 年 7、8 月間台灣出現數十年來罕見的強度颱
風，以致明治 45 年期（1911 至 1912）的台灣糖業產量激減為 292 萬擔。大正
元年（1912）9 月又發生強烈暴風雨，不但蔗園損失嚴重，連工場都遭受破壞
毀損，使得當年產量遞減剩下 190 萬擔。北港製糖在這一連串的天災侵襲下，
宛如鐵鎚重擊一般，埋下往後被兼併的隱憂。
1914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列強紛紛投入戰場，不伹甜菜製產量暴
跌，列強在遠東的市場也因戰爭而拱手讓給日本一國獨大，這對台灣製糖業無
疑是一項利多。然在有財團銀行扶植撐腰的中大型製糖會社而言，對以個人資
本為主的製糖會社及台灣富紳的糖部，兼併腳步隨著市場的轉換顯得更刻不容
緩。
明治 35 年在台灣設立的東洋製糖株式會社即為一例，它在神戶鈴木商社積
極扶植下，透過台灣銀行大量的資金貸款，以雄厚財力兼併烏樹林和南靖等製
榶工場，做為進軍亞洲及世界糖業的企圖心相當明顯。大正 3 年（1914）以王
雪農為首的斗六製糖株式會社與東洋製糖株式會社合併，隔年，北港製糖也出
現財務危機，在 5 月終因董事會解散無法經營，而也被東洋製糖株式會社兼
併，月眉製糖所的採取區域於大正 5 年（1916）編入宜蘭殖產株式會社山腳製
糖所，北港製糖株式會社 5 年的風光歲月從此煙消雲散。小松楠彌雖然在大正
8 年（1919）收買台人番子腳製糖公司赤糖工場，期望能重振聲威，成立台中
製糖株式會社（即後來的烏日糖廠），但是在兼併風氣興盛的情況下，大正 10
年（1921）仍被東洋製糖株式會社合併，北港製糖株式會社的創始人小松楠彌
至此完全退出台灣糖業市場。
東洋製糖擁有數家製糖工場後，成為台灣數一數二的製糖會社，尤其在鈴
木商社及台灣銀行的資助下，大力實施更新改革。北港製糖所除引進獨乙（德
國）哈雷會社的製糖機，更在大正 14 年（1925）大手筆增設 500 噸榨蔗能力，
使得北港製糖工場擁有 1500 噸的製糖力，在台南州 15 座製糖所中，僅次於大
日本製糖的虎尾製糖所（3200 英噸）及明治製糖的蒜頭製糖所（2200 英噸）。
在東洋製糖株式會社銳利經營之下，北港製糖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五、藤山雷太的大日本製糖會社時期
1918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是一片斷垣殘壁，德奧兩大產糖大國因
戰敗顯得更為狼狽，而英法等戰勝國也好不到哪去，尤其亦是產糖國的俄國，
還爆發革命，國家陷入內戰。當時世界蔗糖產量高達 1911 萬 8 千 5 百餘噸，甜
菜糖則僅只有 388 萬 3 千噸左右的產量，相較之下日本製糖業在這段期間可說
是十分蓬勃興盛。然而這樣的景象終究十分短暫，由於歐洲諸國的工業基礎深
厚，地形、土質、氣候等產糖條件優渥，在戰後 10 年間即逐漸恢復產糖水準，
並對日本糖業開始構成威脅。到 1930 年前後，世界砂糖生產過剩，而日本和台
灣糖業又過度的擴充膨脹，終於爆發另一次糖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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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2 年（1923）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災情十分慘重，政府和民間損失
達 50 億萬元以上，日本陷入財政停頓不振的危機，此次天災也間接的對台灣造
成不小衝擊。而屋漏偏逢連夜雨，昭和 2 年（1927 年）爆發世界性的金融危
機，日本受到嚴重波及，多家銀行應聲倒地，連帶的許多企業也跟著遭殃。同
年 4 月 18 日台灣銀行宣布休業，長期仰賴向台灣銀行貸款的神戶鈴木商店，旋
即週轉不靈，而出現財務危機，其旗下扶植設立的東洋製糖株式會社陷入經營
困難，社長長山成喬六只好當機立斷，將南靖及烏樹林兩工場賣給明治製糖株
式會社，而斗六、北港、月眉、烏日四座工場則在 7 月 29 日與藤山財團的大日
本製糖株式會社合併，東洋製糖株式會社宣告破產，北港糖廠再次走向不可知
的未來。
藤山雷太的藤山財團在明治 42 年承接瀕臨破產的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後，
在台灣一直未有積極的擴建，也未有兼併其他會社工場的舉動，只有於明治 43
年在台灣僅有的台灣工場（即後來的虎尾糖廠）增設一座 1000 英噸第二工場，
藤山財團似乎不是很重視台灣的粗糖工業。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藤山在朝鮮
的甜菜糖試作失敗，於是開始轉向台灣粗糖市場發展，大正 14 年（1925）台灣
工場第一工場增設 1000 英噸製糖機，並於隔年建蓋全東亞最大的酒精工場。就
在此時，台灣糖業發生危機，東洋製糖株式會社旗下四座工場併入大日本製糖
株式會社，正好提供藤山財團在台發展的基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在台灣的
資本由原先的 2 千 7 百 25 萬元一躍為 5 千 1 百 46 萬圓，產糖量由 3200 英噸提
升為 6400 英噸，並且同年大倉係的新高製糖株式會社也因經營不善，而將支配
權讓渡給藤山雷太。台灣糖業至此形成明治製糖（三菱係）、台灣製糖（三井
係）與藤山係的大日本製糖三強鼎立的局面。
大日本製糖接下北港製糖工場後，便開始大規模的更新工場製糖能力，首
先將原東洋製糖建蓋的 500 噸榨蔗機拆撤，於昭和 5 年增設 1000 英噸由日本神
戶鋼鐵所自製的新式製糖機器，使北港製糖榨蔗製糖力達 2000 英噸，成為大日
本製糖株式會社中僅次於虎尾製糖所的產糖重鎮，也是全台 10 大製糖會社 49
座製糖工場裡，排名第 4 大的製糖工場，北港糖廠在台灣糖業地位之重要由此
可想而知。
六、戰火下的末代社長──藤山愛一郎
藤山雷太接下東洋及新高兩會社後，對於台灣糖業有了積極的回應，昭和
3 年（1928）參與了六家精糖會社的砂糖供給組合，昭和 4 年（1929）率先主
張砂糖關稅撤銷，並組成全國期成同盟會，藤山雷太擔任社長任內，最重要的
一件事，就是昭和 6 年（1931）中國因 918 事件爆發大規模排日運動，國際輿
論普遍支持中國，然國際政治卻顯得消極而保守，於是日本糖業聯合會，在軍
國主義的支持下，悍然拒絕參加國際砂糖會議，各國束手無策，日本糖業氣焰
塵囂甚上，不可一世。昭和 7 年（1932）台灣三大製糖會社明治、台灣及大日
本成立分蜜糖提攜，台灣糖業至此可說是欣欣向榮的極盛時期。
昭和 9 年（1934）藤山雷太藉著大日本製糖接收 25 週年的紀念會上，宣布
辭去會社取締役（董事長）及社長的職務，由其長子藤山愛一郎接任，開始大
日本製糖的新頁歷史。在新社長的銳利經營下，北港製糖所所長由山本岩男接
替衣斐三郎出任，隔年元月新高製糖併入大日本製糖會社，會社旗下總共擁有
9 座工場，甜蔗作面積 11 萬甲，製糖產量 407 萬擔，超過台灣製糖會社，居全
台之冠。會社社員（含支社雇員）500 人，工作人員 4000 人，其他會社登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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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工、臨時工、包裝人伕等達 2 萬餘人，若將這些員工家眷算進去的話，台
灣共有超過 10 萬人的生活收入是仰賴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接著 4 月位於土庫
庄龍巖（今雲林縣褒忠鄉）1200 英噸製糖力的龍巖製糖所成立，10 月虎尾製糖
所第二工場改裝美製白糖製糖機器，生產耕地白糖。藤山愛一郎以其銳利的經
營，使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躍升成為台灣糖業的龍頭，並隨著戰爭的腳步，投
入軍國主義的殖產行列。
昭和 12 年（1937）中日戰爭爆發，大日本製糖會社除了在原有本土、台
灣、朝鮮、滿州之外，亦在所謂佔領區內投資設廠。昭和 16 年（1941 年）太
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尤其是軍方，為了掌控一切可以投入戰場的資源，
開始對各種民生物資採取配給制。藤山愛一郎為了應戰時所需，使藤山財團在
台灣的產業置於總督府下掌控，昭和 18（1943）整合旗下產業於大日本製糖會
社之下，成立為大日本製糖興業株式會社，並任命其弟藤山勝彥任台灣支社
長，統合一切事物。
事實上，日本糖業由於戰爭的關係，除了供給軍方配給產銷外，已經沒什
麼國際市場。然而糖廠生產的無水酒精，卻成了軍方燃料動力的重要來源，北
港製糖所在戰時增設酒精工場，開始生產酒精，年產值 3900 噸，位居全台第
八。
昭和 19 年（1944）日本戰事已經出現頹敗的跡象。日本聯合艦隊在馬里亞
納海戰中潰敗，台灣變成了戰區前線，而到了年底，盟軍登陸菲律賓，並在雷
伊泰海戰中殲滅日本海空軍，台灣進入美軍空軍轟炸的範圍。北港製糖所由於
擁有全台第四大製糖工場，第八大酒精工場，加上日本在北港飛行基地設置神
風特攻隊「常陸第四教育隊」，因而成為美軍空襲轟炸的重點。10 月 12 日台
灣首次遭到美軍空襲，自此以後，台灣各地時常被轟炸，尤其昭和 20 年 1 月
22 日起直到日本投降，美軍對台展開連續 200 天的濫炸，4 月 11 日北港製糖所
成為空襲主要目標，工場損失慘重，幾乎喪失生產能力，酒精工場更在大火中
成了廢墟。會社有鑑於美軍不炸民宅，於是實施糖包疏開政策，將糖包囤放民
宅，以降低已生產製造的損失。然而時不我與，北港與北港製糖所在承接超過
400 枚炸彈及燃燒彈下，滿目瘡痍的迎接投降，北港製糖所和其他各地製糖工
場一樣，在這場戰爭中都成了廢墟，大日本製糖興業株式會社的糖業王國化為
烏有，而北港糖廠 35 年的日治歲月，就在這樣悲慘不堪的情景下落幕。
七、後記
北港糖廠一直存在日治時代的殖民色彩和象徵 60 年代台灣經濟起飛兩種
矛盾形象裡，尤其在日治那段歲月，它更被指為是壓榨台灣人民的指標。然我
們試想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初，龐大的原台灣製糖員工國民政府接收人員能順
理成章成為糖廠公務員，在北港街上，每 4、5 人中就有 1 位糖廠員工或家屬的
時候，那北港糖廠在所謂殖民時代的貢獻是什麼？在民國 71 年以前，哪位北港
子弟不曾坐著台糖火車求學、外出創業打拼、衣錦回鄉呢？而每年 3 月媽祖生
日，又一車一車的將香客載運前北港進香，台糖在北港 73 年的鐵路載客運輸貢
獻，北港人又如何評價那段歷史呢？更不用說 60 年代那場經濟奇蹟帶給北港繁
榮興盛的景象。
我們唯有透過歷史，來給北港糖廠尋找它的歷史定位，從它的過去歷史我
們才能真切的瞭解北港糖廠今天的存在意義，並從這之間思索北港產業文化的
未來出路，我想這才是探討北港糖廠日治時期歷史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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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龍巖糖廠
一、龍巖製糖工場的誕生
昭和 10 年（1935 年）對台灣糖業，或者說是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一年。在前一年，也就是昭和 9 年（1934 年），大日本製糖株式
會社的精神領袖，也是台灣糖業的龍頭藤山雷太，在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廿五
週年1祝賀大會上宣布辭去會社取締役社長之職，由其長子藤山愛一郎接任。從
此，不但是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也包括台灣糖業，進入一個全新的開始。
藤山愛一郎上任之後派任永井清次擔任台灣支社長2，對人事大加整頓，重
新安排，經營理念也和藤山雷太時期大不相同。其中有兩項重大計劃在昭和 9
年及 10 年間動手進行；其一為準備將原大倉系旗下的「新高製糖株式會社」合
併到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新高製糖於昭和 2 年（1927 年），因為世界金融風
暴的波及，將經營權讓渡給藤山雷太，至此，藤山財團在台灣就擁有「大日
本」和「新高」兩家製糖會社，愛一郎希望能將這些製糖工場整合為一；其二
為預定建蓋耕地白糖製糖工場。台灣眾會社製糖工場，多是粗糖工場，鹽水港
製糖株式會社早在明治 45 年（1912 年）從事生產耕地白糖，開啟台灣了耕地
白糖的市場，而大日本製糖一直到愛一郎接掌時，旗下製糖工場只有斗六一座
能力五百英噸的白糖工場。因此，他計畫將虎尾第二製糖工場也更改為耕地白
糖製糖工場，以加強在白糖市場的競爭能力。
要將虎尾第二工場改為耕地白糖工場，有一個執行上的困難點，那就是虎
第三工場有 1000 英噸的榨蔗製糖能力，在改建過程裡，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如
何於下一季製糖期以前，讓虎尾蔗作區的甘蔗，能有替代的工場來榨蔗製糖。
於是，會社計畫在虎尾郡地區附近尋找一地，建蓋一座新的粗糖製糖工場，來
解決虎尾 1000 英噸的製糖問題。虎尾郡土庫庄龍巖一帶，很快被雀屏中選。而
會社進一步希望新的製糖工場能在虎尾工場改建完成前，尤其在昭和 10、11 年
製糖期前能建蓋完成，順利承接替代生產粗糖。若要在短時間以新建工場來達
成這項任務，在當時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於是龍巖糖廠的建蓋考量，就以舊
廠遷建為主要考量。不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旗下的工場，都有一定的原料
區而遷動不得，而且要找 1000 英噸以上的工場，除了北港工場（2000 英噸）
以外，根本就沒有能勝任者，當然，北港有近兩萬甲蔗作區，根本遷移不得。
剛好，新高製糖株式會社旗下嘉義、彰化製糖所3準備於昭和 10 年 4 月合併於
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這兩座製糖所的榨蔗能力都非常龐大，尤其彰化所擁有
兩座工場，若能擇其一遷建，將有助於虎尾工場改建，而又能留一座工場在彰
1

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前身為東京日本精糖株式會社，成立於明治 29（1896 年），後來東京、
大阪兩家日本精糖株式會社，於明治 39 年（1906 年）合併成立「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並
在同年 12 月提出台灣設置製糖工場獲得許可，即為虎尾糖廠最早前身。明治 42 年（1909
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因經營不善，爆發「日糖事件」，而由藤山雷太的藤山財團接收，
繼續沿用「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之名營運。所謂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 25 週年，是從明治 42
年 4 月 27 日藤山雷太就任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社長算起。
2
根據昭和 14 年出版的「藤山雷太傳」（千倉書房）597-599 頁之關係會社統計，藤山家族共
有 38 個企業，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為眾企業之一。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總社設於東京，轄東京
工場、大阪工場、大里工場、台灣支社、朝鮮工場、南大東島、北大東島。台灣支社底下轄虎
尾、斗六、北港、月眉、烏日製糖所。到日本投降止，台灣支社轄下製糖工場增加至 14 場。
3
嘉義製糖所即今日之大林糖廠，榨蔗製糖能力為 1200 英噸，彰化製糖所即後來的和美糖廠，
擁有兩工場，第一工場能力 750 英噸，第二工場能力 1100 英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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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不影響當地製糖生產。當然，會社也評估出彰化蔗產量不大，並將部分蔗
作區移至烏日製糖所範圍。因此，會社最後決定將彰化製糖所第二工場拆遷至
土庫庄龍巖。這項工程就在昭和 10 年 4 月，新高、大日本兩會社合併後，開始
實行，並很快的於當年製糖期前遷建完成，順利的接替虎尾第二製糖工場生產
粗糖，廠房沿用彰化第二製糖工場，榨糖主機則改裝「…？」會社生產的機
械，榨蔗製糖能力達 1200 英噸，在當時不但是全台最新的製糖工場，也是台灣
四十九座工場中，排名第十大的製糖工場。
二、藤山雷太台灣旅行與卧龍山碑
龍巖製糖工場與虎尾第二工場耕地白糖工場新建，在昭和 10 年是台灣糖
業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這一年大日本與新高兩家會社合併，使得大日本製糖株
式會社躍升為台灣第一大製糖株式會社，盤據糖業龍頭的地位，所以有耆老說
道：「油價北港訂，蔗糖虎尾榨。」這就是這句俗諺的歷史背景。
昭和 10 年也是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年，總督府為慶祝這特殊的一年，舉
辦了「台灣始政四十週年博覽會」，邀請了達官貴族、政要商賈一起共襄盛
舉。糖業的三大巨頭－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前社長藤山雷太、台灣製糖株式會
社社長武智直道及明治製糖株式會社社長原邦造，都受中川健藏總督之邀前來
台灣參加十月十日博覽會開會式4。藤山雷太除了參觀博覽會之外，也順道巡視
產業，虎尾因為是支社所在地，是必然查訪之地，而已經工竣準備參與生產的
龍巖製糖所也是巡視的重點。
昭和 10 年藤山雷太的台灣巡視，其子藤山愛一郎曾記錄寫下「台灣旅
行」一文，收錄於藤山雷太傳中5，這篇文章不但簡略介紹當時虎尾的發展，亦
詳細說明大日本製糖株式會社的發展情形，生產產值，工作就業情形，對糖業
發展史而言，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獻。
藤山雷太在 10 月 18 日由虎尾前往龍巖工場巡視，當時龍巖除了工場建蓋
完成之外，社區的建蓋也趨於完備，如宿舍區、學校、醫院、車站，乃至於神
社等一應俱全，可說是企業造村的成功案例。藤山雷太在支社理事永井清次、
農務課長柳澤秀雄、鐵道課長小出三郎、龍巖製糖所所長林竹松等人陪下參觀
廠區，並舉行簡單隆重的儀式，象徵由藤山雷太宣布工場啟用。除此之外，藤
山也為社區舉行命名，鑑於「大坪崙」之名不符合日本人說寫習慣，又大坪崙
6
之山形如龍伏臥，而將山崙改名稱之為「臥龍山」 。工場為感念藤山雷太，而
將其撰寫之字臨摹刻於大石立碑。民國 56 年龍巖糖廠關閉，沙崙剷平，石碑流
落廢棄於地，後為虎尾糖廠拾回以予規劃，放置於虎尾同心公園，這是今關龍
巖糖廠唯一可見的歷史史蹟了。
三、戰火下的龍巖糖廠
龍巖糖廠建廠生產的年代背景，剛好是日本經濟脫離 1927 年到 1929 年世
界經濟危機後，台灣糖業經過大規模整合，剩下十大製糖會社 7 ，市場逐漸復
4

台灣糖業三巨頭，除了武智直道有出席十日的開會式外，藤山雷太與原邦造都直到十三日才
來台。
5
藤山雷太傳於昭和 14 年由千倉書房出版，當中「台灣旅行」收錄在書中 593-595 頁。
6
關於臥龍山命名由來，有多種說法，民間有鬼怪及龍穴之說，但以上文之描述較為可信。
7
根據大阪砂糖同業組合 1935 年出版之「台灣糖業視察記」統計，台灣的製糖會社計有：大日
本、台灣、明治、新興、鹽水港、新高、帝國、昭和、台東及合資會社三五公司等十大製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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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其中大日本、台灣和明治三家更是規模龐大，產量占總值七成以上，甚至
直逼八成之譜。而日本這段時間在政治上氣焰尤其囂張，1931 年日本侵佔瀋
陽，佔據中國東北，扶植滿州國，更於 1933 年退出國際聯盟。糖業界的財閥
們，也在軍國主義的燻染下，悍然拒絕出席參加國際砂糖會議，此舉震驚世
界，造成不小波瀾。1937 年「支那事件」8爆發，日本大量投入人力物力，雖然
在軍事上節節勝利，然而經濟財政卻出現微妙的變化。
1939 年是日本歷史轉折的一年，日本軍隊向中國南部和西部滲透時，其人
員傷亡日益增加到令人驚愕的地步，而重慶攻勢的進展也不理想，日本這些日
漸擴大的作戰行動，暴露了日本物資的匱乏。一連串的戰爭也讓西方列強開始
干涉，1941 年 7 月日本佔領法屬印度支那，終使西方列強被迫採取行動，美國
立即凍結所有的日本資產，並切斷日本的石油供應，英國和荷蘭也隨後以予響
應。石油物資的禁運日本經濟殺傷力極大，而日本在軍國主義的掌控下，選擇
了與英美開戰，爆發太平洋戰爭。
日本為因應時局，加上戰爭擴大，能源物資的開發和代替，就成為了當務
之急。日本當局很早就想到蔗糖發酵後可產生酒精，更可轉化成航空燃料，成
9
為航空汽油的替代品 。在戰爭情勢越來越惡劣的情況下，台灣糖業根本早在英
美經濟制裁之時，就幾乎沒有國際市場可言，糖的產銷只有日本本國，以及日
本佔領區，甚至到了戰爭後期，成了配給的對象。這樣的環境下，龍巖糖廠產
糖工場的工作，就顯現不出其時代的重要性。於是會社與軍方合作，在戰爭期
間於龍巖製糖工場附近，建蓋一座酒精工場。這座酒精工場，除了生產酒精之
外，還在軍方秘密的配合下，生產十分重要的軍需原料—丁醇，成為龍巖工場
在戰爭期間最醒目的特色。
龍巖酒精工場生產的燃料，除了提供台灣軍方使用外，也累積相當存量以
準備伺機運回日本。美軍在 1944 年底進攻台灣時，當然不會放過龍巖製糖工場
及酒精工場，一律將其視為軍事目標，以予轟炸毀壞。根據日本資料顯示：台
灣的 49 座製糖工場在二次大戰期間，共被摧毀 6 座，半毀 21 座，輕毀 7 座10。
龍巖製糖工場和酒精工場在 1945 年 4 月 11 日，成為美軍空襲轟炸的目標，製
糖工場毀損，酒精工場因具軍事特色，而成為轟炸重點，在大火中變成廢墟。
一直到同年 8 月 15 日日本投降，龍巖就在元氣大傷，幾乎無法復原下，結束其
日治時期的歲月。
後記
替代虎尾第二製糖工場的生產粗糖與軍用丁醇生產，是龍巖糖廠在日治時
期最明顯的兩個特色。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由於龍巖糖廠蔗作區與虎尾糖廠
重疊，它存在意義明顯的就需要重新檢討，更不用說早已廢置的酒精工場，這
些因素成了龍巖糖廠難逃被廢置拆除的命運。民國 56 年龍巖糖廠關閑，廠址讓
售中廣公司，員工分散於各大糖廠，現在唯一的見證史蹟「臥龍山碑」置於虎

社。
8
日本所謂「支那事變」就是民國 26 年的七七蘆溝橋事變。
9
日本除了生產一般酒精之外，還生產一種「無水酒精」，酒精純度的 99.2%以上，可供汽車、
火車等交通工具。每榨取 10 噸的蔗糖，就可得 2 噸的糖蜜，這些糖蜜經發酵後，可提煉高純度
的酒精半噸，與燃油三比一混合後，就可成為空軍的航空燃油。
10
美軍資料推估 17 座全毀，9 座半毀，4 座輕毀，然根據光復後修建情形來看，日本資料較為
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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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糖廠內。這座台灣最短命之一的糖廠，他與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台灣糖業
式微無關，反而見證了日治時期台灣糖業過度蓬勃發展與濫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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