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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海道移民到台灣農業移民──
日本移民拓殖經驗之比較
摘要
從近代日本農業拓墾史的角度來看，日本的移民活動可分為三期：（1）1868年
至1894年，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國內移民。明治天皇在統一征討的過程中，深深體
會到糧食來源的重要，所以在全國統一以後，立刻進行國內移民，將人民遷徙至北
海道，開墾荒地振興農業。政府透過各種宣傳與獎勵方式，招攬其他地區的百姓前
往北海道，積極展開農業拓殖活動，當時新設的札幌農學校，為教導農民墾荒及解
決各種拓殖問題的大本營。（2）1895年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期。這
時期移民拓墾以殖民地為主要地區，臺灣則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移民，在不同時期
分別以私營和官營移民方式進行。在台灣之後，樺太、朝鮮、滿洲也相繼規畫集體
移民。（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海外移民期。
日本從事北海道移民的過程中，已經累積了許多農業拓墾的實務，這些經驗乃
日後殖民地經營的最佳藍本，而札幌農學校也成為日本殖民地研究的搖籃，為數甚
多的札幌農學校畢業生先後參與台灣殖民地經營。
北海道的移民屬於國內移民，臺灣則為殖民地移民，兩者在自然環境、移民性
質和實施的時間上都有其差別，基於兩者的異質性，所以本文的重點不在日本移民
北海道與移民臺灣的比較，而在探討北海道的拓殖移民經驗如何應用到臺灣；以北
海道拓殖移民為基點，來看日本從事新領土開發的過程，以及北海道拓殖對臺灣的
農業移民的影響和作用。另外，移民的職業雖然包括農業、漁業、工業、礦業等類，
但是不論在重要性與數量上都以農業移民居首，因此本計劃也只針對農業移民加以
討論。

關鍵字
北海道移民 屯田兵 北海道開拓使

台灣農業移民 札幌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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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pporting both of the oversea and
domestic agricultural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immigration to Taiwan that reflected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ffairs was very unique in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of Japan. The nature of oversea and domestic
immigrations was heterogeneous though they occurred in the simila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The study will make an attempt to contrast the oversea colony, Taiwan,
and the domestic, Hokkaido, agricultural immigrations.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include: (1) an exploration of what a role of Sapporo Agriculture
School played in the cultivation plan; (2)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re
were impacts on the immigration to Taiwan based on the Hokkaido’s
experience; and (3) an investigation of what a rol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layed in these issues in terms of planning and execution.

Key words
Hokkaido agricultural immigr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immigration,
Sapporo Agriculture School, military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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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台灣向來被稱為「移墾社會」
，但是過去治理台灣的不同政權並沒有顯著的移民
政策。台灣第一次有長遠計劃；由政府扶持的移民，要算是日治時期。日本農業移
民不但是台灣移墾史上相當獨特的移民型態，在日本移民史亦有其獨樹一格的地
位。第一，在台灣實施的移民事業，為日本第一次殖民地移民的嘗試。第二，台灣
的移民事業為日本其他殖民地移民的基礎。第三，為南進政策預作準備。第四，日
本躋身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具體表現。第五，日俄戰爭後日本移民海外受挫，台灣提
供新的移住空間。第六，農業移民有移民實邊，同化殖民地人民的意味。
日本在台灣施行的農業移民拓墾方式，並非初次嘗試，明治天皇在進行國內統
一征討過程中，深深體會到糧源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全國統一後，立刻在北海道進
行國內移民，開墾荒地振興農業。政府透過各種宣傳與獎勵方式，招攬其他地區的
百姓前往北海道，積極展開農業拓殖活動，當時新設的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
，
為教導農民墾荒及解決各種拓殖問題的大本營。
台灣總督府事務官宮尾舜治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至北海道視察產業，並招
攬人才。明治四十年（1907）宮尾舜治擔任殖產局局長，啟用不少札幌農學校出身
的人員，曾在台灣總督府擔任農政及移民業務，和日本移民政策關係十分密切。

二、研究目的和重要性
本計畫為申請人過去對「日本官營農業移民」的延續研究。在本人完成博士
論文時，曾留下幾項有待研究的課題，其中之一為「日本帝國圈內的官營移民的比
較研究」，本人計畫便是在釐清北海道移民政策與實施內容，並與台灣的農業移民
做一比較，了解兩者之承續關係或相異之處。日本在北海道、臺灣的農業移民存在
著顯性或隱性的關連；日本的移民政策有其核心思維，官營移民事業也有基本模
式，但是由於地理位置、社會狀況，日本在各地的所施行的辦法互有差異。
臺灣學界有關「北海道農業移民」的探討甚少，或只在日本史相關的論文中
被提及，作為主題性的研究仍待開拓。過去筆者研究「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已注
意到北海道移民的經驗對後日台灣農業移民的重要性，但未及深入探討。日本從事
北海道移民的過程中，已經累積了許多農業移民的實務經驗，這些經驗乃日後殖民
地經營的最佳藍本，而札幌農學校也就成了日本殖民地研究的搖籃，出身於札幌農
學校的新渡戶稻造參與台灣殖民地經營，北海道的開拓經驗也應用於台灣、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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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太、南洋。

本計畫目的在溯本追源，釐清北海道移民政策與實施內容，並與台灣的農
業移民做一比較，了解兩者之承續關係或相異之處，進而分析日本如何透過調
查與研究，將移民事業與農業、人口政策做出最理想的結合。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以蒐集研讀相關文獻為主，採傳統史學之研究方法。
第一階段先從一手史料入門，較重要的文獻有：
1. 北海道廳第二部殖民課，《北海道殖民地撰定報文》（1891）
2. 北海道廳拓殖部殖民課，《殖民事業概要》（1933）
3. 北海道廳拓殖部殖民課，《北海道移民事業施設概要》（1937）
第二階段以當時對北海道移民的官方調查或學者之研究為主，例如：
1. 井上甚太郎，《產業視察錄──臺灣 北海道 沖繩 九州》（1897）
2.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1921）
3. 安田太次郎，《北海道移民政策史》（1941）
第三階段著重在時人的研究，主要有：
1. 淺田喬二，《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東京：未來社，1990 年）
2. 吳文星，＜札幌農業学校と台湾近代農學の展開－－台湾総督府農事試驗場
を中心として－－＞（2004）
3. 鈴木啟祐，
〈移植民の分布とその變化〉，
《北海道移殖民と開發に関るす研究
報告書》（1980）

四、自評
本計畫在探討日本北到移民與臺灣農業移民之間的動態關係和機制。在台灣農業移
民部分因有過去的基礎，所以執行過程較吃重的部分，為北海道農業移民相關資料
的蒐集和研讀。

具體成果：完成研究論文一篇
＜從北國到南島——北海道的移民經驗在台灣＞，
「文化交流史：文化接觸的中
間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200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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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加強之處：
本計畫參考的資料仍須進一步擴充，計畫內未編列赴國外蒐集資料的經費，資
料來源以國內各學術單位之藏書為主，後日應再補充日本方面的有關文獻，尤其北
海道大學的北方資料室庋藏之文獻史料 。

未來可延伸之研究
日本北海道移民的經驗除了和臺灣農業移民可相互參酌比較，與日本的滿洲移
民亦有其相關性，將來應進一步加以探討。

五、結果與討論
北海道的農業移民經驗，對臺灣農業移民事業的施行，可由下列幾方面呈現：
1.
2.
3.
4.

移民政策
模範移民的募集
農村制度的規劃
政府．移民．資本企業的關係
日本在北海道所進行的移民拓殖事業，可說在不斷嘗試錯誤，不斷調整政策的

過程往前邁進。開拓使時代的移殖政策與國防緊密連結，日本試圖以屯田兵、士族
的移住，達到防衛與農墾的目的，來自俄國的壓力緩和之後，北海道從著重軍事移
民轉為一般性拓墾移民。觀察北海道的移殖政策常在「直接保護」、「間接保護」之
間遊移，如何給予移民必要的保護，又不致使其過份依賴官方而喪失開拓刻苦的精
神，是官方施政的一大難題。
1895 年以後，臺灣成為日本管轄之地，日本在北海道進行國內移民所歷經的種
種挫折和失敗，正提供了台灣珍貴的一課。北海道的前車之鑑和來自北海道的人才，
為日本在台灣的移民拓殖事業打下基礎，而臺灣經驗又繼而成為日本移民樺太、朝
鮮、滿州與南洋的藍本，日本以堆疊式的經驗累積，進行長遠性國家計畫，實現國
家政策。所以，北海道的移民拓殖儘管跌宕不已，對「日本帝國」的發展卻有其不
容忽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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