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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 is a sugar imported nation. Therefore, when Japanese government ruled Taiwan, they tried 

very hard to improve the Taiwan’s sugar industry. The work done is created a better environment 

enticing the Japanese capitalists to invest in Taiwan’s sugar industry. Suantou sugar factory just at this 

time was set up. The modern sugar factory not only advanced the production of sugar, it also brought 

the way of life in working and living settlement into Taiwan.  

Suantou sugar factory is set on the Chiayi field. Before it was set up, there was noting. In order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 Japanese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y built the dormitories near the factory. 

The dormitories were well-equipped, offering a full range of facilities for its residents including 

everything from daily meals to religious services. In the condition of needing elementary labors, the 

dormitories also added the living space of Taiwanese in the eastern part.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the setting and history of the Suantou sugar factory using 

interviews, maps and other information. Moreover,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career levels, ethnic rel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the way of life in working and living settlement they 

shaped. 

Keywords：modern sugar industry, Suantou sugar factory, working and living settlement, the way 

of life, living spaces 

摘  要 

日本統治台灣後，兒玉總督和後藤新平就以振興糖業作為台灣殖產興業的重心，透過發佈一

系列糖業保護政策，以吸引日本資本家來台灣開設新式製糖工場。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社長相馬半

治氏在親自探查後，於明治 43 年(1910)在東石郡六腳庄蒜頭 687 番地(今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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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蒜頭製糖工場1。 

蒜頭糖場位於朴子溪支流新埤溪的南邊，周圍是一片平野，以旱田為主，早期即是舊式糖廍

的蔗作區。它是一個由無到有，孤立於附近聚落的糖場。會社為了照顧來自日本的幹部、職員、

技術人員，以及其眷屬，除了工場區外，更規劃了機能完善的宿舍區，其中包括居住、教育、衛

生、娛樂、信仰(神社)等設施，此聚落類型是屬於計劃性的職住複合型聚落。然而在需要大量基

層勞動力的狀況下，除了純日本人的居住空間外，亦加入了台灣人的居住空間。整個聚落就在生

活機能(食、住、行、育、樂、宗教)、職位等級(管理階層和非管理接層)、愛國情操(房屋的門口

都向北)和族群關係(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影響因素下，呈現出有異於一般自然村的面貌。 

    本文透過實地訪察、文獻資料和地圖的整理來釐清日治時代蒜頭製糖工場的設立、經營、

廠內空間規劃的理念；進而了解到居住在職住型聚落中的居民在受到職位等級、族群關係和社會

背景的影響下而建構出的生活方式。 

關鍵詞：新式製糖工業、蒜頭糖場、職住型聚落、生活方式、生活空間 

前 論 

(一)研究動機 

台灣糖業的發展很早，但是直到日治時代引進新式製糖機械後，製糖方式才有了重大轉變。

新式製糖工場不僅提高了製糖效率，改變了傳統的糖業生產關係2，為了照顧來自日本的幹部、職

員、技術人員，以及其眷屬，更在工場旁精心規劃了生活機非常完備的宿舍區，形塑出和過去農

村迥然不同的聚落景觀和生活方式。 

台灣關於糖業研究的領域相當廣泛，然而對於這種新型式職住型聚落生活方式的研究卻幾乎

付之闕如。近幾年，隨著糖業環境和政策的改變，新式製糖工場陸續關閉，2006 年只剩虎尾、南

靖和善化糖廠仍繼續製糖。關閉後的糖廠，有的出售廠地(南投糖廠、恆春糖廠)，有的因工業區

的開發變成加工出口區(潭子糖廠)，有的加入現今都市計劃的體系中(小港糖廠) ，有的開發為大

型遊樂場(月眉糖廠)，或因為其他因素而改變了原貌，使得存在台灣近一百年的糖廠景觀幾已消

失。而有些即使保留下來，如橋仔頭糖廠，也因政策關係，廠方在 2001 年令原本居住在宿舍區的

居民全部搬離，許多糖場職住型聚落已然消失，實有必要在還沒完全消失前，研究記錄此種聚落

型態的生活方式。 

蒜頭糖廠位於今嘉義縣六腳鄉，約與朴子市和太保市的交界處，隔朴子溪與蒜頭相望(圖 1)。

日治時代設立時即是孤立在一片田野中的工場和聚落，因為民國時期先後在廠內興建勞工住宅 15

戶3和國民住宅 60 戶4，使得受到那莉颱風(2001)重創而提前停工的蒜頭糖廠，至今仍有居民居住。

                                                             
1 日治時代的各糖廠，或稱製糖所或稱製糖工場，本文以下一律簡稱糖場。 
2 例如製糖工作從農家副業的角色被分離出來成為工業的一部份。資料來源：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

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市：群學，p65。 
3 台糖公司自 46 年開始，配合政府勞工住宅興建辦法，分別在蒜頭糖廠、仁德糖廠及南州糖廠等地由公司撥供土地，

興建勞工住宅 30 戶。資料來源：台糖公司(1976)《台糖三十年發展史》，p.378。 

4 分兩批興建，第一批興建 20 戶，第二批興建 4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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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時間的推移，日治時代居住在蒜頭糖場職住型聚落的孩童，今日都是年事已高的耆老，

對於了解日治時代糖場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有其探討的迫切性。 

 

 

 

 

 

 

 

 

 

 

 

 

 

 

 
 
 

圖 1 現今蒜頭糖廠位置圖 

(二)研究目的 

在糖業的研究中，和本文相關的是糖場空間的研究，過去的研究有吳旭峰(1986)〈台灣糖廠

空間之形塑與轉化〉，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怡妃(1995)〈日據時期台灣糖

廠的空間構成—從歷史與環境談起〉，東海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陳佩琪(2000)〈日治時期台灣新

式製糖工廠空間之研究〉，成大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這三篇都是以宏觀的觀點為主，企圖透過大

量糖廠的普查比較5而提出糖廠內部空間的通則(圖 2、3、4)，如此雖然可以獲得框架性的了解，

但是模式化的影響下容易忽略時代性的問題，如日治時代的蒜頭糖場並無行政區的規劃，而是將

辦公場所分散多處，行政區是民國時期才設置的，此外亦會有均質化所有差異性的現象，如日治

時代蒜頭糖場的內部空間配置就不符合三篇研究所劃出的糖廠空間模式圖。 

本文企圖透過地理學的角度，探究日治時代此種特殊聚落的生活方式，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蒜頭糖場的設立過程和地理環境。 

2.分析蒜頭糖場內部的空間規劃和理念。 

3.探究居住在蒜頭糖場職住型聚落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方式。 

4.探究居住在蒜頭糖場職住型聚落的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5 三篇文章探討的糖場數量分別為 33、23、24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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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吳旭峰的糖廠內部空間   圖 3 陳怡妃的糖廠內部空間  圖 4 陳佩琪的糖廠內部空間 

模式                         模式                         模式 

(三)研究概念 

1880 年代中期，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提出生活方式(genres de vie)的概念，將生

活方式(genres de vie)視為是：具有一致性的，並為適於特殊需要而被組織的生活形式，是某些生

活群體的謀生特色，例如畜牧－游牧的生活方式，或是農耕的生活方式
6
。因為此模式是著重在人

類活動與現實自然環境間的關係，只可以應用在經濟不涉及深層勞動分工情況下的人類群體中，

卻無法使用在涉及工業革命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中7。然而在都市生活有驚人的發展後，梭爾

(Sorre)進一步地提出生活方式應該是人類活動和地理、經濟與社會綜合體(Complexe Géographique 

économuque et social)間的關係而言8。 

日治時代影響蒜頭糖場職住型聚落生活方式的因素包括有社會背景、經濟因素、職位等級、

職住複合和族群關係等。綜合上述影響因素，本文欲探討的生活方式則以經濟活動、教育活動、

宗教活動、娛樂活動為主要面向，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5： 

 

 

 

 

 

 

 

 

 

 

 

 

                                                             
6 轉錄自池永歆(1997)〈維達爾地理學影響下的布勞岱論著〉《思與言》第 35 卷第四期，p.47。 
7 Paul Claval(2001)，The cultural approach and geography－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Norsk Geogr Tidsskr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Vol.55：127。 

8 Sorre 著，孫宕越譯(1957)《人文地理學原理》，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p.106。 

圖 5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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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1.文獻史料的整理 

日治時代的官方資料可做為了解蒜頭糖場經營概況的資料；明治製糖會社所出版的資料，如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可提供糖場規劃的理念。居民背景方面則是可以由六腳鄉戶政事

務所的日治時代寄留戶簿得知。 

2.地圖資料的使用 

利用不同時期的地圖呈現外部關係：台灣堡圖(1904)、台灣地形圖(1926)，糖場內部空間規劃

和配置則是透過昭和 19 年(1944)蒜頭製糖場所建物配置圖，輔以訪談資料整理。 

3.訪談 

由 2005 年暑假的實察，發現至今仍有 5 位日治時代孩童時期就居住在蒜頭糖場內和 1 位日治

時代當過蒜頭糖場臨時工的耆老，透過訪談可以初步了解日治時代日本人和台灣人生活方式。 

蒜頭糖場的設立過程和地理環境 

(一)日治時代的糖業保護政策 

日本消費的砂糖主要是以輸入為主9，清代台灣是個產糖的地區，外銷砂糖的國家又以日本為

主，所以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就為了發展台灣糖業做了許多的努力。明治 31 年(1898)，第四任

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任後，就是以振興糖業做為台灣殖民政策的重心，明治 34

年(1901)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氏提出糖業意見改良書、明治 35 年(1902)發布糖業獎勵規則，成立

臨時台灣糖務局為執行機關。又因為新式糖場的壓榨能力大，甘蔗原料供應的充足和穩定與否就

成為糖場興衰的重要要素，所以為確保糖廠原料供應之安全、防止各糖場間原料的爭奪、避免擾

亂糖價，明治 38 年(1905)總督府發布製糖場取締規則，凡使用一具或全部為新式機械的製糖工場，

必須經過政府的許可才能設立，而政府會依照工場的能力，劃定其原料採取區域，產生原料採取

區制度，即原料區內的甘蔗，不能搬運至原料區以外，也不能用為砂糖以外的製造原料，意味甘

蔗栽培者必須將甘蔗賣給指定的製糖場10。 

就在這一連串糖業保護政策的發佈下，提供給新式製糖株式會社一個良好的經營製糖業的環

境，新式製糖工業也就開始著根發展。 

(二)蒜頭糖場的設立和建設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首任社長為相馬半治氏。相馬半治氏為愛知縣人，早年留學美德專攻食物

化學，特別是砂糖的研究。明治 37 年(1905)兼任臨時台灣糖務局技師，當親眼目擊台灣落後的製

糖工業後，就企圖設立大規模的新式製糖工場。明治 39 年(1906)在募集資金後投入台灣糖業界，

於台南州曾文郡麻豆街 429 番地成立明治製糖株式會社11。之後相馬氏親自進行耕地詳細的調查，

                                                             
9 明治 27 年(1894)日本砂糖消費量共 240000 噸，其中 192000 噸來自輸入，佔 80%。資料來源：矢內原忠雄(1997)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市：南天書局，p.75。 
10  矢內原忠雄(1997)《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市：南天書局，pp.275-280。 
11 佐藤吉治郎編(1926)《台灣糖業全誌(大正 14-15 年期)》，台中市：台灣新聞社，p.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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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當地的水利及交通是否便利等，選定台南州東石郡六腳庄蒜頭 687 番地設立蒜頭製糖工場12。 

明治 41 年(1908)在千葉技師的監督下開始興建工作，首先在西部鐵道幹線上的嘉義站內建設

事務所和倉庫，其次在嘉義和蒜頭間鋪設輕便鐵道(五分車鐵道)。明治 42 年(1909)年著手工場的

基礎工程，明治 43 年(1910)完成工場內事務所、宿舍、俱樂部、修理工場、醫務室、郵便局等 40

棟建築13，同年 11 月開始製糖。 

(三)蒜頭糖場的地理環境 

透過蒜頭糖場設立前後比較圖(圖 6)，我們可以了解蒜頭糖場在設立前是一片旱田地，是一個

由無到有，孤立於附近聚落的工場，因為和蒜頭隔牛稠溪(朴子溪)14
相對，故命名蒜頭糖場，臨新

埤溪(牛稠溪支流)，而蒜頭糖場南邊的水田地也因為製糖會社的收購轉變為太保農場，種植甘蔗。

蒜頭糖場原料區涵蓋東石庄、六腳庄、朴子街、新港庄西半部、太保庄東半部和部份的鹿草庄，

為了方便運輸甘蔗，蒜頭糖場約位於為原料區的中間位置(圖 7)。在地形區分上，蒜頭糖場的原料

區屬嘉南隆起海岸平原，大致上的平均高度在海拔 50m 以下，坡度介於 1/800~1/1000，地勢西傾
15。水文狀況則是北有源自斗六丘陵的北港溪，中有源自阿里山山脈東坡的牛稠溪(朴子以下稱朴

子溪)。氣候方面：一月均溫 16.9℃，七月均溫 27.8℃，對於甘蔗來說全年都是生長季。年降雨達

1737.9 ㎜，雨量集中於夏季(6、7、8 月)，可高達 67%16(表 1、圖 6)，這對於採收季在冬季的甘蔗

來說是很適合的。風向方面，冬季以吹北風為主(表 1)，又糖場開工期是在冬季，為了防止工場廢

氣吹入宿舍區，所以在糖場內部空間的規劃上居住區為於工場區位於北方。 

 

 

 

 

 

 

 

 

 

 

 

 

 

 

                                                             
12
 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94。 

13 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p.9-11。 
14 牛稠溪(朴子溪)為日治時代蒜頭糖場工廠及民生用水主要來源。 
15 台灣省文獻會編(1980)《台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p.297。 
16 台灣省文獻會編(1938)《台灣總督府第四十統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p.20、23，台南測站累年(1897-1936)資

料。 

圖 6 蒜頭糖場設立前後比較圖 

資料來源：台灣堡圖(1904)、台灣地形圖(1926) 

註：蒜頭糖場所臨的新埤溪是根據蒜頭製糖所建物配置圖(1944)上名稱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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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蒜頭糖場原料區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形圖(1926)、蒜頭糖場原料區圖(1964) 

表 1 台南測站氣候統計表(1897-1936)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均溫(℃) 16.9 16.9 19.6 23.3 26.2 27.3 27.8 27.5 27.0 24.7 21.5 18.4 

雨量(㎜) 20.5 35.8 45.3 67.3 177.4 358.9 380.5 425.1 164.4 30.7 16.8 15.3 

風向 N1°E N1°W N3°W N8°W N18°W S20°E S25°E S24°E N13°E N5°W N3°W N1°W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1938)《台灣總督府第四十統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p.20、23、24。 

註：台南測站位於台南州台南市花園町。 
 

 

 

 

 

                  

                 

               圖 8 台南測站氣象統計資料圖(1897-1936)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1938)《台灣總督府第四十統
計書》，台北：台灣總督府》，p.20、23、24。 

註：台南測站位於台南州台南市花園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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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糖場的內部空間規劃 

蒜頭糖場內部的規劃並未如先前研究者所提出的模式分為工廠區、行政區和居住區，而是主

要由五分車的鐵道劃分為北邊的居住區和南邊的工場區(圖 9)。行政部門方面，日治時代部門的規

劃主要有庶務係、原料係、農務係、鐵道係、工務係、酒精係17，除了工務係、酒精係的辦公室

位於工場區內外，庶務係、農場係和鐵道係辦公室，主要分布在劃分工場區和宿舍區的五分車鐵

道兩旁(圖 9)。 

(一)工場區 

工場區的範圍僅用鐵絲網圍起，內有製糖工場和酒精工場，進出工場區除由守衛室控管外，

上下班亦是經由守衛室的打卡機記錄。製糖工場於明治 43 年(1910)就開始製糖，使用的是德國ブ

ラウンシユワイヒ公司所製造的機械，壓榨能力為 1 天 1,100 噸，能製成粗糖約 1,700 多袋(1 袋

等於 120 公斤)。大正 10 年(1921)引進一台 750 噸的壓榨機，昭和 4 年(1929)又引進新的四重壓榨

機，製糖能力合計為 2,200 噸，一年可以製造約 70 萬袋的粗糖。製糖的副產物糖蜜是製作酒的原

料，為了使製糖效益提升到最高，明治 44 年(1911)在蒜頭糖場內增設酒精工場，1 天可生產酒 10

石(1 石等於 180 公升)，其後增加德國制的新式機械，生產能力提升為 1 天可生產 40 石酒18。此

外工場區內還有提供全糖場聚落居民飲用水的過濾池，水源則是抽取牛稠溪(朴子溪)的溪水。 

 

 

 

 

 

 

 

 

 

 

 

 

 

 

 

 

圖 9 蒜頭糖場內部配置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蒜頭製糖場所建物配置圖(1944)、訪談內容 

                                                             
17 台糖公司(1976)《台糖三十年發展史》，台北市︰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p.619。 
18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10、11、27、28。 

工  場  區 

宿  舍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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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區 

宿舍區位於工場區的北邊(圖 9)，原本的規劃是提供給日本移居的員工及其眷屬居住，但是因

為蒜頭糖場孤立於附近聚落，又和蒜頭隔牛稠溪，在大量基礎勞工的需求下，蒜頭糖場的宿舍區

除了日本人的居住區外，亦加入了台灣人的居住區。以族群關係的空間觀點來看，由於糖場聚落

本初即為日本移民所規劃，又相對於台灣人來說，日本移民屬「上階級」的地位，所以在日本人

的居住區範圍是非常寬廣的，佔整個宿舍區面積的 7/8，而台灣人的居住區不只是位於相對邊陲、

距工場區最遠的位置，範圍也僅佔整個宿舍區的 1/8。而宿舍建築型式主要可分為兩種：日本人

居住的日式宿舍和為台灣人居住的工人寮。 

1.日本人的居住區 

日本人的居住區可再依職位等級區分出管理階層和非管理階層所的居住區，兩者以生活設施

做為分界，居住在管理階層居住區的有工場長、係長、書記和技師；而居住在非管理層則是社員

和工員。管理階層的居住區位於生活設施以西，是最靠近工場區的位置；非管理階層的居住區則

位於生活設施以東，與台灣人的居住區為鄰(圖 10)。 

 

 

 

 

 

 

 

 

 

 

 

 

 

圖 10 蒜頭糖場宿舍區空間配置圖 

資料來源：蒜頭糖場建物配置圖(1944)、訪談內容 

建築型式方面，日式宿舍皆為一層樓高、黑瓦屋頂的建築，建材以衫木和檜木為主，宿舍內

皆有自來水和廁所19的配置，出入口都是面北的，宿舍的南邊則有庭院，周圍有燈仔花所圍繞的

矮圍牆。日式宿舍的型式差異在於居住者工作職位等級的高低，包括宿舍相連的數量、屋內坪數

的大小、浴室的有無等方面。透過蒜頭製糖所建物配置圖和訪問資料整理，日式宿舍的型式包括

有：獨棟(甲)、雙連棟(乙)、四連棟(丙)、六連棟(丁)(分布見圖 10)。獨棟的宿舍有兩棟，一棟為

工場長所居住的(圖 10 的甲一)，是屬於靠近工場區和生活設施的位置，最為便利；另一棟則是在

                                                             
19 廁所是由糖場內的衛生工負責清理，衛生工屬於正式的員工，約有 7、8 個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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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期提供給檢驗糖的政府官員20所居住的；雙連棟主要是提供給系長、書記和技師居住，以上

宿舍內皆有浴室的設置(表 2)。四連棟是提供給日本社員居住；六連棟則是提供給日本工員居住。

而四連棟和六連棟建築在實地的調查後，發現內部規劃一致，包括有主人房、小孩房(客廳)、廚

房、廁所和被櫥(雜物櫃)，差異僅是在於連棟的邊間和中間，前者主人房空間有 4.5 疊榻榻米寬，

後者主人房空間只有 3 疊榻榻米寬(圖 11)。 

表 2 宿舍內部設施統計表 
型  式 職  位 浴室 廁所 自來水 

日式宿舍 

獨棟 工場長 ◎ ◎ ◎ 

二連棟 係長、書記、技師 ◎ ◎ ◎ 

四連棟 社員  ◎ ◎ 

六連棟 
日本工員 

台灣社員、資深工員 
 ◎ ◎ 

工人寮 
八連棟 台灣工人    

十二連棟 台灣工人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 

 

 

 

 

 

 

 

 

 

 

 

 

 

 

圖 11 日本宿舍四連棟和六連棟內部空間配置圖(右：邊間；左：中間) 

資料來源：實地訪察繪製 

 

 

 

 

 

 

                                                             
20 為政府官員，主要負責記錄糖的品質和產量，以便於課稅。 

圖 12 工人寮空間配置圖 

資料來源：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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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人的居住區 

台灣人居住區位於宿舍區中的最東邊，最遠離工場的位置(屬邊區，和日本人的居住區以道路

相隔)(圖 10)，宿舍型式有六連棟(丁)的日式宿舍和八連棟、十二連棟(戊)的工人寮，前者共有 2

棟，提供給台灣人的社員和資深的工員居住；其他台灣工人則是居住在工人寮中，在台灣人居住

區的戊五是十二連棟的工人寮，是南北雙拼，一邊 6 戶，共 12 戶，這也是糖場宿舍中唯一有向南

出口的住屋，其他皆為八連棟的工人寮(圖 7)。在兩間工人寮之間僅以 3 吋厚的木板隔間，靠近天

花板的隔間則是以木條隔開，木條與木條間有間隔的空隙，室內空間配置非常單純，僅有臥室和

廚房(圖 12)，臥室只是一個膝蓋 

高的木板床通舖，就寢時是所有的人都睡在一起，沒有隱私可言。雖然有廚房的空間配置，

但是因為煮飯的油煙會到處瀰漫，所以根據受訪者的說法，除非下雨，不然到了黃昏時，家家戶

戶都會在門口外燒菜煮飯。 

3.生活設施和機能 

根據蒜頭 687 番地(1945)寄留戶簿第三冊和第四冊的統計，蒜頭糖場日本人有 78 戶，台灣人

有 129 戶，共有 207 戶，總戶數在嘉義平原上已經可以算是一個大型聚落了，為了符合這麼多人

的生活條件，糖場內規劃了完善的基礎設施。又因為蒜頭糖場孤立於附近聚落，加上周圍都是台

灣人的聚落，使得大多數日本移居的工作人員大多朝夕待在糖場中。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為了滿足

這些日本人在生活上的需要，和舒緩他們處於殖民地的無聊21，精心地規劃建設了民生設施、教

育設施、宗教設施(神社)、娛樂休閒設施、醫療設施和交通設施以供日本移民使用。根據訪談的

整理，糖場內的設施統計如表 3，又設施的建設主要是提供日本的移居者，所以設施的分布多是

位於日本人的居住區中(圖 10)。由於民生設施、教育設施、宗教設施、娛樂休閒設施在生活方式

部份有詳細的介紹，所以以下僅以基礎設施、醫療設施、交通設施作說明。 

表 3 生活設施統計表 

設  施 項  目 

基礎設施 電、上水道(自來水)、下水道(水溝)、道路、公共浴室、公共廁所 

民生設施 販賣部、野菜部、餐廳 

教育設施 蒜頭小學校 

宗教設施 神社、會社媽 

娛樂休閒設施 集會所、俱樂部、射箭場、網球場、運動場 

醫療設施 醫務室 

交通設施 蒜頭五分車站、郵便局、交換台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 

(1)基礎設施 

雖然糖場有提供免費的電力使用，但也僅用於屋內的電燈，戶外並無路燈，然而相較於當時

外面農村聚落仍沒有電的狀況，照明使用的是煤油燈來說，已算是非常先進的。用水方面，糖場

亦提供自製免費的自來水，水源為牛稠溪(朴子溪)，抽取後透過工場內的濾水池，輸送供應所有

                                                             
21 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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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場內的居民使用。日式宿舍內皆配有自來水的管線，而居住於工人寮台灣人的用水則是 4 戶共

用一隻水龍頭，一排會有 2 隻分開的水龍頭，大家輪流使用。此外管理階層的飲用水更是特地從

嘉義買回來的，經由五分車的運送到蒜頭糖場，再由工人負責挑到家裡中飲用。因為糖場的宿舍

區是經過計劃建設的，所以道路非常的整齊有次序(圖 10)，路面則由石灰混合糖膏建造，道路的

兩旁有下水道，清理則是由糖場的衛生工負責。 

公共浴室共有 3 間，日本人居住區西邊的公共浴室是給日本社員使用的；東邊的是給日本工

員使用的；台灣人居住區的公共浴室則是給台灣人使用的22(圖 10)。公共浴室配置見圖 13，分男

生和女生使用空間，浴室內分為熱水池和冷水池，內還附有小椅子和小木桶，是 24 小時開放，晚

上 5 點到 10 點會有專門工人負責燒熱水，洗澡則需要自備肥皂23。根據受訪者表示，清洗乾淨後，

可進到熱水池中浸泡，對舒緩疲勞非常有效。日本統治前的台灣社會並無公共浴室的設施，所以

我們可將公共浴室的設施解讀為日本生活在台灣的延伸和再現。 

公共廁所則是為專門提供給台灣人所使用24，又因其屬於污穢的設施，所以不僅只出現在台

灣人的居住區，更位於台灣人居住區的最東邊、最邊陲的位置。由於台灣人的人數眾多，所以設

置了三棟公共廁所(位置見圖 10，內部配置見圖 14)，每一棟都是有面南和面北各三間的廁所，廁

所的清洗是由住戶輪流，糞便則由糖場衛生工負責清理。但是由於在當時糞便算是肥料，所以許

多台灣人大多會自己挑去自己的菜園裡施肥，菜園則是位於台灣人居住區旁的溝墘(圖 10)。 

 

 

 

 

 

 

 

 

 

 

  圖 13 公共浴室配置圖           圖 14 廁所配置圖 

   資料來源：受訪者                               資料來源：受訪者 

(2)醫療設施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為了照顧員工及其家屬的健康，設立了醫護室，位於蒜頭小學校的北邊(圖

10)，醫護室除了看病的地方，還有提供給醫護人員居住的房間。醫務室的人員包括醫師西村初介
25、看護婦松元フレエ、產婆松元フク26和一個負責包藥的台灣人。正式員工都可以去看病，如果

                                                             
22 日本管理階層的宿舍內皆有浴室的配置。 
23 受訪者表示肥皂可以在糖場內的販賣部購買。 
24 日式宿舍皆有廁所的配置，而工人寮則無。 
25 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民國 36 年(1947)工廠村戶籍登記簿。 
26 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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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嚴重的疾病，如感冒、瘧疾的治療就不需要付錢，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疾病，則是從薪水裡

扣除。產婆的工作是負責全糖場孕婦的生產，其中也包括台灣婦女在內。 

(3)交通設施 

蒜頭郵便局位於蒜頭小學校的南邊(圖 10)，內有一個日本人和一個台灣人，共 2 名人員27負

責辦理郵局和電信局郵政業務。由於蒜頭糖場原料區廣闊，所屬的各農場又極為分散，場內也設

置了交換台，以方便業務上的連絡，其位置在庶務係辦公室裡(圖 10)，24 小時都有人輪流值班。 

載客運輸方面，蒜頭糖場鋪設了客運的五分車鐵道，由西向東分別為港墘、朴子、小槺榔、

蒜頭糖場、田尾、溪南、過溝、水虞厝、大溪厝、嘉義等 10 個車站(圖 15)。只要是正式員工，不

論日本人或台灣人在需要搭乘五分車時，都可以先向原單位申請，原單位再向鐵道係申請「員工

乘車優待卷」，一天一次一個員工只可申請 2 張，免費搭乘五分車。而如果是員工子女上下課需要

的，可憑學生證辦乘車證，上下課搭車時只要出示乘車證就可免費搭乘。 

 

 

 

 

 

 

 

 

圖 15 蒜頭糖場五分車載客路線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形圖(1926)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一)日本人的戶長本籍 

根據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四冊的資料，居住於蒜頭

糖場的日本人共有 78 戶，戶長本籍除了北海道並無居民之外，其他居民的來源則分散在日本各

縣，以南部的九州的本籍最多且最為集中，佔了 56.5%，而其中最大戶長本籍來源是鹿兒島縣，

有 19 戶(24.4%)，次為熊本縣 14 戶(17.9%)，統計見表 4，分布見圖 16。 

表 4 日本移民戶長本籍 
 

縣 
戶數

(戶) 

百分

比(%) 
縣 

戶數

(戶) 
百分比(%) 縣 

戶數

(戶) 

百分比

(%) 

九州( 共 44

戶，56.4%) 

鹿兒島縣 19 24.4 沖繩縣 3 3.8 長崎縣 1 1.3 

熊本縣 14 17.9 福岡縣 2 2.6    

佐賀縣 3 3.8 宮崎縣 2 2.6    

                                                             
27 六腳庄役場編(1935)，《六腳庄要覽》，嘉義市：台南州東石郡六腳庄役場，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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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 ( 共 3

戶，3.9%) 
愛媛縣 2 2.6 香川縣 1 1.3    

本州 (共 31

戶，39.7%) 

東京都 4 5.1 山口縣 1 1.3 兵庫縣 1 1.3 

新潟縣 4 5.1 島根縣 1 1.3 山梨縣 1 1.3 

靜岡縣 3 3.8 石川縣 1 1.3 山形縣 1 1.3 

京都府 3 3.8 櫪木縣 1 1.3 福井縣 1 1.3 

群馬縣 2 2.6 長野縣 1 1.3 茨城縣 1 1.3 

福島縣 2 2.6 琦玉縣 1 1.3    

和歌山縣 2 2.6       

資料來源：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四冊。 

 

 

 

 

 

 

 

 

 

 

 

 

 

 

 

 

 

 

圖 16 日本戶長本籍分布圖 

資料來源：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四冊。 

(二)經濟活動 

日本時代非開工期工作一天 8 小時，早上 8 點到 12 點，下午 1 點到 5 點，下班時會打鐘，一

星期工作 6 天，星期日放假。開工期所有員工一星期工作 7 天，沒有假日，需要輪班的係有鐵道

係、工務係、酒精係，其他單位視情況機動加班。輪班的早班是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晚班是晚

上 6 點到早上 6 點，一星期換班一次，換班日由晚班先值班 18 個小時，再由早班值 18 個小時，

如此晚班就會變成早班，早班就會變成晚班(圖 17)。透過日治時代戶籍資料的整理，日本人的職

業分布的很廣，由權力最高的工場長到日傭都有人擔任，職等跨越的很廣，然而透過表 5，我們

可以肯定的是糖場的管理階層一定都是由日本人所擔任，並且透過文獻整理發現管理階層會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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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製糖株式會社所屬的製糖工場中有調動的現象(表 5)。而如果日本員工在台灣工作超過 3 年以

上，在非開工期時，會社會給予休假和補助旅費，讓他們回到日本內地探親28。 

晚班     早班 

               18：00   24：00   06：00   12：00   18：00   24：00   06：00 

早班     晚安                             

圖 17 換班日值班圖 

資料來源︰訪談內容 

 

表 5 日治時代蒜頭工場職位整理表 

職位 大正 8 年(1919) 大正 15 年(1926) 昭和 3 年(1928) 昭和 5 年(1930) 

工場長 安田 昌 大日方金太郎29 山田權三郎30 山田權三郎 

庶務係長 西垣佐太郎 奧田謙藏 奧田謙藏 印山剛順31 

製造係長 佐佐木定證 鎌田正文 鎌田正文 鎌田正夫 

原料係長 爪生鑅吉 佐藤利夫 佐藤利夫 川島榮 

鐵道係長 伊集院金熊 伊集院金熊 伊集院金熊  

農場係長 橋都正農夫 田中元次郎 田中元次郎 田中元次郎 

酒精係長  長崎勇32   

資料來源：椎原國政編(1919)《台灣の糖業》。台北市：台灣之糖業社；佐藤吉治郎編(1926)《台
灣糖業全誌(大正十四-十五年期)》。台中市：台灣新聞社；杉野嘉助編纂(1928)《台灣糖業年鑑 昭
和三年》、(1930)《台灣糖業年鑑 昭和五年》。台北市：台灣通信社。 

(三)商業活動 

在糖場內日本人的購物管道主要是透過販賣部和野菜部。販賣部是私人所經營，商店名稱為

「明治屋」，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用品，所有人都可以購買，正式員工可以記帳，在發薪時扣除。而

食物的購買則是透過野菜部，賣菜的是台灣人33，平時他販賣什麼菜，日本人就買什麼菜，當日

本人有特殊需要的菜時，會跟他預訂，他會再去外面準備。餐廳和販賣部和野菜部在一起，位於

俱樂部旁(圖 10)，主要提供簡單的飲食給單身者或出差來蒜頭糖場的工作人員。 

(四)宗教信仰 

會社為了培養工作人員敬神和祖先崇拜的崇高精神和涵養穩健著實的社風34，在蒜頭糖場內

設置神社，位於管理階層和非管理階層居住區的中間(圖 10)，主要供俸的是天照大神，配置如圖

                                                             
28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104。 
29 昭和三年(1928)是南靖工場工場長兼農場係長兼鐵道係長。 
30 大正八年(1919)年為總爺工場工場長；大正十五年(1926)是南投工場工場長兼酒精係長。 
31 大正十五年(1926)是蕭壠工場庶務長；昭和三年(1928)是南投工場的庶務係長。 
32 昭和三年(1928)是南靖工場酒精係長。 
33 名字是陳玉池，受訪者都稱他為「賣菜池」。 
34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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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會有和尚進行誦經活動，和尚是糖場的職員，平時上班，遇到需要時才

會轉變身份成為和尚。在二次戰爭的早期，當有蒜頭糖場的人被征調上戰場時，通常會先到神社

進行「補運長久祈願」，祈求平安歸來。再由大人和小孩一起歡送到蒜頭車站。到後來被征調的人

多、次數頻繁後，就不再舉行歡送儀式了。神社至今只留下鳥居柱子上所刻的「昭和□年五月」，

和基座，即國父像下的基座(見圖 19、20)。 

 

 

 

 

 

 

             

 

 

 

 

 

 

 

 

圖 18 蒜頭神舍樣貌圖      圖 19 神社基座(作者攝)    圖 20 鳥居遺蹟(作者攝) 

資料來源︰受訪者 

(五)教育活動 

會社為了照顧日本工作人員小孩的教育，使其父母能夠安心於工作，於明治 44 年(1911)在糖

場中先設立嘉義小學校的分校，明治 45 年(1912)即獨立成為蒜頭小學校。小學校位於日本人居住

區的南邊(圖 7)，主要的教學對象是日本兒童，課程的設計和日本內地的小學校是一樣的，會社亦

會關切兒童的學業、出席率、健康狀態和成績。雖然蒜頭小學校是直屬於台灣總督府所管理，但

是校舍、土地和所使用的教學器材、體育設施等設備都是出自會社，而且學校內更常舉辦運動會、

學藝會、修學旅行，如此可以促進兒童向上啟發35。昭和 10 年(1935)蒜頭小學校的就學狀況，學

校內有 2 個年級，男學生有 39 位，女生學 33 位，共有 72 位學生(表 6)。 

表 6 蒜頭小學校的就學狀況表 

學校別 學級數 
兒童數 

授課日數 出席步合 
男 女 計 

蒜頭小學校 2 39 33 72 248 97.58% 

資料來源：六腳庄役場編(1935)《六腳庄要覽》，嘉義市：台南州東石郡六腳庄役場，p.6、7。 

                                                             
35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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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休閒娛樂 

休閒娛樂的設施完全是為了提供給日本工作人員所設置，為了消除日本工作人員的辛勞，增

進工作人員之間的和睦，以及培養健全精神
36
，蒜頭糖場設置了俱樂部，位於管理階層和非管理

階層居住區的中間(圖 10)，是一棟洋式建築。屋內有設置撞球、圍棋、象棋、圖書室，可提供日

本工作人員自由使用，此外可以當作來賓接待的地點，亦有專門為來賓設置的休息房間。周圍有

廣大的庭院，種植熱帶植物，在製糖時間終了之後，夏季的閒散時間可以提供作為休閒或攝影，

或讓一些藝人來表演的場所。《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30 年發展史》曾寫到「在這邊享受一夜的清新，

一天的辛勞都可以忘記，是一個良好的所在。」集會所位於俱樂部的東邊(圖 10)，是一間完全的

會場，每個星期五都會放映電影37，有時還會有些康樂活動和唱歌。運動方面，俱樂部的北邊有

射箭場(靶在東邊)，南邊有網球場，蒜頭小學校旁的空地則是可供打棒球的場地(圖 10)。 

總之，做為殖民地統治者的日本人，在糖業經營這一塊，為了留住日本內地的移民，遂在糖

場這樣的職住型聚落中，複製了一套日本的生活方式，並且甚至設計了遠比日本內地普通聚落更

為便利、更為完善的生活設施，在住宅空間、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層面，一方面撫慰遠離家鄉

在此生活的日本移民，一方面也向台灣人宣示一種「上階層」的地位。 

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一)台灣人的戶長本籍 

根據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三冊的資料統計，蒜頭糖

場的台灣人戶數共有 129 戶，戶長本籍分布分別為台北州 1 戶、新竹州 1 戶、台中州 7 戶、台南

州 116 戶(89.9%)、高雄州(1 戶)、澎湖廳(2 戶)，見表 7。其中在蒜頭糖場原料區中的戶長本籍共

有 92 戶(71.3%)，最大來源庄是糖場所在的六腳庄，48 戶(37.2%)，其次是朴子庄 32 戶(24.8%)，

見表 8。若以聚落來看，最大來源的聚落是最鄰近的蒜頭，19 戶(14.7%)，第二來源的聚落是在當

時已經發展為市街的朴子，16 戶(12.4%)，第三則是糖場周圍的溪墘厝 7 戶(5.4%)、灣內 7 戶(5.4%)。

而透過圖 21，我們可以發現幾乎蒜頭糖場周圍聚落都有居民到蒜頭糖場工作並居住。 

 

表 7 日治時代蒜頭糖場聚落台灣戶長本籍地統計表 
州 戶數 州 戶數 

台北州 1 戶 台南州 116 戶(89.9%) 

新竹州 1 戶 高雄州 1 戶 

台中州 7 戶 澎湖廳 2 戶 

資料來源：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三冊。 

註：1 戶主無記錄本籍 

 

                                                             
36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99。 
37 受訪者表示，有放電影時會在集會所的地上鋪上薄的榻榻米，職等越大的人坐在越後面的位置，台灣人只可以站

在外面看，如果有一些乾淨一些，規矩一些的小孩可以例外進去看，受訪者就曾經進入觀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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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日治時代蒜頭糖場聚落台灣戶長本籍(原料區內)統計表 

街庄別 大字 戶數 大字 戶 大字 戶數 大字 戶數 

六腳庄 

48(37.2%) 

蒜頭 19 潭仔墘 3 大塗師 2 港尾 1 

溪墘厝 7 更寮 3 下雙溪 2   

灣內 7 三姓寮 3 竹子腳 1   

朴子街

32(24.8%) 

朴子 16 雙溪口 5 小槺榔 1 溪口 1 

下竹圍 6 大槺榔 2 應菜埔 1   

太保庄 

9(7%) 

田尾 4 崙子頂 1 茄苓腳 1 新埤 1 

東勢寮 2       

東石庄 

3(2.3%) 

屯子頭 1 塭子 1 圍子內 1   

共 92 戶，71.3% 

資料來源：六腳鄉戶政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三冊。 

註：1 戶主無記錄本籍；太保庄戶長本籍的聚落，透過地圖比對，都是在原料區中。 

 

 

 

 

 

 

 

 

 

 

 

 

 

 

 

 

圖 21 日治時代蒜頭糖場聚落台灣戶長本籍主要分布圖 

資料來源︰六腳鄉戶籍事務所，昭和 20 年(1945)蒜頭 687 番地寄留戶簿第三冊、台灣地形圖(1926) 

(二)經濟活動 

透過台灣人的宿舍型式和分布戶籍資料的整理(圖 10)，我們更可以確定台灣人從事的大多以

基礎勞動力為主，能成為社員和資深工員的不過 12 個人，其中資深工員黃水盛是負責台灣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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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事務的人。居住在糖場內的台灣家庭，如果本籍所在的家中有田地的話，非開工期的星期日

通常都需要回去幫忙。又大多是男主人在糖場內工作，由於薪資常不足以支撐全家的開銷，所以

女主人通常都會在糖場當臨時工或是成為日本人的幫傭。臨時工的工作除了開工期在糖場的工場

內做清掃工作外，平時婦女也都會到太保農場當農場工(圖 21)。農場的工作通常有一個外包的工

頭或是農場的負責人，只要去詢問工作幾乎都有工作可以做，做完一天的農場工後會給一個小牌

子，牌子上會寫工資，一星期後拿小牌子換取青單，青單上亦會寫上一共多少工資，是可以直接

使用的，如同現金，可拿青單去買商人擔來糖場內販賣的東西，到了每月月底就可以拿青單去跟

包工換現金。工資方面，大人一天是二角半、小孩一天一角半(僅利用寒暑假)。又因為父母親是

居住糖場聚落裡，並沒有田地可以耕種，所以放學後的孩童並不需要幫忙農務，可以到處玩耍，

這對居住在農村裡的孩童來說是非常羨慕的
38
。 

(三)商業活動 

在購物方面，台灣人大多吃自己種的蔬果或養的牲畜。在糖場內可以圈養的牲畜只有雞隻，

大多都養在家門口旁，並且需要用籠子關起來，因為雞隻如果外放會亂大便，而日本人又非常注

重衛生，平時就會有庶務係的人會來巡視台灣人的居住區，如果被看到有雞隻跑出來，雞隻就會

被打死。雖然台灣人的居住區是屬於邊區位置，但是仍然是屬於糖場的一部份，所以還是受到日

本人的控管。蔬菜則是種在台灣人居住區旁的溝墘為主(圖 10)。除此之外，對於台灣人的薪資來

說，販賣部的東西有些昂貴，而且商品有限，所以並不常到糖場內的販賣部進行購買，如要購買

生活用品會選擇去在當時已經是大市街的朴子(圖 21)。據訪談者表示，如果有拿到「乘車優待卷」，

搭五分車到朴子只要 20 分鐘，是非常便利的。 

(四)宗教信仰 

日治時代糖場開始製糖之初，因為工場意外頻傳，相傳是黑狗精作怪，於是在員工的請求下，

日本人勉強同意奉請朴子街「配天宮」的媽祖分身來坐鎮。果然在工場內挖出一副狗骨頭，經油

炸狗骨頭後，工場就沒有再傳意外事件，於是居民就搭建一座草廟恭奉媽祖。因為當時製造係長

布施龍太郎，認為不合觀瞻，於是就指派台灣資深工員黃水盛設法改善，由內村先生親自築造廟

宇39。建造完成後，是棟坐北朝南的建築，位置位於公共浴室的北邊(圖 10)，取名「副配天宮」。

日治時代由於沒有進香沒有大開銷，所以沒有收丁口錢或樂捐，加上場方僅可接受台灣人上香拜

拜而已，所以也沒有慶典。此外也無廟公管理，日常上香清掃是由每一戶台灣人家庭輪流負責，

以一塊紅牌子做輪替的依據，一戶上香清掃後，將紅牌子交下一戶，由此方式輪替。昭和 15 年(1940)

皇民化時期，場方以要增建宿舍為由，將廟宇拆毀，會社媽則由民家供奉。 

(五)教育活動  

日治時代公學校主要招生對象是台灣兒童，實施日本化的同化教育40，依戶籍地劃分學區。

                                                             
38 一般農村的孩童放學後通常須要幫忙農務，如放牛吃草。 
39 今「糖廠配天宮」廟方沿革。 
40 上野雄次郎編纂(1936)《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三十年史》，東京市：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東京事務所，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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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區的台灣人小孩，如果戶籍在蒜頭的就讀蒜頭公學校，因為蒜頭糖場和蒜頭之間隔牛稠溪(圖

2)，所以需要渡河，而當時渡河的船費是一次 1 錢41；如果戶籍本籍在朴子的就念朴子公學校和朴

子女子公學校(圖 21)，因為朴子有五分車的車站，所以學生上學時，可憑學生證辦理員工子女乘

車證，免費搭乘五分車上學，非常方便。當時小學的課程如下： 

 

(1)國民科：國語(日語)、修身(公民) 、地理(日本地理)、國史(日本歷史) 

(2)理數科：算術、理科 

(3)鍛鍊科：體操、武道 

(4)藝能科：音樂、習字、圖畫、工作；女生加授家事、裁縫 

(5)實習科：農工商各業和水產科42 

 

(六)公共事務 

日治時代糖場聚落的公共事務有修路、清潔日，主要由台灣人負責。規定一年之中有 1、2

天(會選擇非開工期的上班日子)做為清潔日，通常是在夏天，每戶都需要打掃、洗門板、洗窗戶。

居住在糖場內的台灣工人，場方會給予假期，進行自家住屋環境清潔工作；而不住在糖場內的台

灣工人，糖場則是會分派去幫忙日本人做清掃，有些比較好的日本人在台灣工人清掃工作結束後

會送東西給他們，以表感謝之意。清潔日的當天下午，日本警察會來巡邏，如果有不乾淨地方，

居民會受罰，而最乾淨住屋則是會頒發一面旗子以資獎勵。 

日治時代的道路大多都是土路，下雨或使用久了會損壞，所以一村都會有負責修路的範圍，

糖場居民所負責的部份是今灣內橋到往朴子的水圳邊的路段，進行道路修補工作日子的選定也是

選擇非開工期有上班的日子，居住在糖場內的台灣工人就要出去修路，不是住在糖場內的工人就

繼續上班。 

總之，作為被統治階層的台灣人，住宅空間與位置居於次等地位，要分擔較多的勞務工作，

宗教信仰被壓抑，娛樂活動只能在外圍等待，種種的設計，皆在提示台灣人是「下階層」的地位。

然而，由於物質設施的“延展”，這裡的台灣人，在物質生活層面，其生活水準相對高於一般農

村聚落生活。 

結 論 

新式製糖工場進入台灣的同時，除了提升製糖效率外，也帶入了新的生活方式－職住型聚落

生活方式。由本文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蒜頭糖場內部空間的規劃順應當地的自然環境，冬季開

工時吹北風，為了防止工場廢氣吹入居住區，將居住區設置在工場區的北邊。然而強烈的愛國情

操卻更勝於自然環境，即使冬季北風冷烈，宿舍的出入口卻幾乎都以向北為主，以朝向日本內地。 

                                                             
41 受訪者表示當時的 1 錢現在大概可以買 2 個蚵爹，所以大概約等於現在的 40 元 

42 邱奕松撰(1998)《朴子市志》(1998)，嘉義縣：嘉義縣朴子市公所，p.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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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糖場居住區的空間規劃受到族群關係和職位等級雙重影響，而呈現出不同分布，日本人

和台灣人相比較，前者的職位主要為管理階層、職員和工員為主；後者主要擔任的是基層工作人

員，反應在宿舍區空間上，日本人的居住空間較為寬敞，較鄰近工場區；台灣人的居住空間不僅

較為狹窄，也是位在離工場區最遠的位置。而再由日本人的居住空間來看，還可以再細分出管理

階層中的工場長、係長、書記和技師，以及非管理階層中的社員和工員的居住區，彼此間並沒有

混居的現象，其中宿舍的設施也有所不同，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日本人在規劃上是很注重族群關

係和職位等級的。也因為職住型聚落是透過規劃而產生的，所以蒜頭糖場井然有序的安排、日式

建築都和周圍農村三合院、土角厝所呈現出的景觀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生活設施的規劃，展現出製糖會社對於來自日本員工的關心，不僅設施非常齊全，且顧

及身心靈方面，又因為設施主要是提供給日本人使用為主，所以除基礎設置外，都是分布在日本

人的居住區。此外日式建築和許多生活設施如公共浴室、射箭場、神社…等的使用，都可以視為

是日本生活方式的再現。我們還可以發現開放給台灣人使用的郵便局和醫護室，在人員的編制上

都有 1 名台灣人，以便於提供服務。 

職位等級反應出的薪資多寡，也使日本人和台灣人呈現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根據訪談內容整

理瞭解到大多數日本家庭的女主人並不需要工作，而台灣家庭假日需回到本籍地的住家幫忙農

務，此外如果只靠男主人賺錢養家，稍嫌吃緊，所以女主人多需要從事臨時工的工作或成為日本

人的幫傭，進入到生產的體系中。 

購物方面，因為日本人對於周圍的聚落是非常陌生的，所以購物只能透過單一的管道進行購

買(日常生活用品在販賣部購買，蔬果在野菜部購買)，台灣人在日常用品大多會選擇到朴子購買，

因為在當時朴子已經是一個大市街，加上如果有拿到免費乘車卷是非常方便的，而食物方面，台

灣人則是多以自己種的蔬果和自己養的家禽為主。 

宗教方面日本人以神社為信仰中心，台灣人在皇民化時期前以會社媽(媽祖)為主，雖然沒有

辦法進行祭典，但是平日的燒香清掃還是可以進行的。教育方面，日本人就讀的是蒜頭小學校，

課程和設備都和日本的小學校一樣；台灣人唸的則是公學校，需要到糖場外的學校就讀，由國小

課程中的國民科所教授的日語、日本地理、日本歷史的課程，我們了解到當時日本人透過教育來

同化台灣人的企圖。 

在娛樂方面，提供的對象以日本人為主，台灣人能享受到的僅有在集會所放映電影時，能站

在外面觀看。在公共事務上則是以台灣人負責為主，包括清掃和修馬路。生活方式整體來說，日

本人是較為封閉、豐富且優於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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