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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在臺日資與民營鐵道業之改革 

陳家豪* 

摘 要 

有關戰前在臺日資之研究成果目前為止仍頗為貧乏。前人研究者雖已指出其以

運用跟臺灣總督府乃至中央政界良好之政商關係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然以此

為前提又究竟在臺灣產業界扮演什麼角色呢?則顯係需要更多實證研究才能明瞭。本

文即旨在檢討在臺日資在臺灣民營鐵道業改革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本文討論可知，在臺日資立基於殖民母國已然成熟之民營鐵道發展經驗，

來到臺灣後也將該業視為重點投資對象。在臺日資不僅廣泛地投入民營鐵道業，也

成為該業改革的主要推手。在臺日資在民營鐵道業改革所作之嘗試，約莫在日俄戰

爭前後即出現。他們嘗試的方向主要在於將機械力引進輕便鐵道，雖說從結果來看

是失敗的，但他們的企圖心則已充分展現於幾波臺北市區電車鋪設計畫的過程。尤

其是在 1910 年代以前尚可見到日本本國資本與與臺人資本的身影，在 1910 年以降

則幾乎只見在臺日資熱衷於此事。 
除了市區電車之外，在臺日資也積極推動輕便鐵道企業合併與專營蒸氣鐵道，

作為人力輕便鐵道改革的另一手段，並獲得一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入於

臺灣民營鐵道業的在臺日資，並非只是將之視為「一般性事業」而加以投資，乃係

立基於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嘗試將機械動力導入人力輕便鐵道。 換句話說，不論

是將機械力引入人力輕便鐵道、提出市區電車計畫以及設立專營蒸汽鐵道企業，都

是因日本本國鐵道交通正往這些方向發展，臺灣也就必須追上其腳步。故而，這些

在臺日資所採行之民營鐵道改革手段，可以說是將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在殖民地

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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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臺灣輕便鐵道開放民營 

參、在臺日資在臺灣民營鐵道業所佔比重 

肆、在臺日資與臺北市區電車計畫 

伍、在臺日資與專營蒸氣鐵道企業的設立 

陸、殖民母國經驗、在臺日資與臺灣民營鐵道改革 

柒、結語 

壹、前言 

戰前在臺日資究竟在臺灣產業界扮演什麼角色?須永德武最新研究成果提供

我們一鳥瞰式圖像。須永氏根據殖民政府所發行的各類統計資料或企業年鑑統計

出如下結果：1938 年時臺灣資本市場實收資本只有三成五由臺人資本與在臺日

資投資，超過六成五為在日日人投資。其中，法定資本額超過 1 千萬圓的十大企

業，日本財閥資本佔 87.5%，特別又以製糖企業與後來之新興工業相關企業為主

體；法定資本額在 5百萬至 1千萬圓間的 8間企業，臺人資本與在臺日資佔 66.7%，
資本額介於一百萬到兩百萬間的 38 間企業，臺人資本與在臺日資比例達到

92.6%。1由此可知，戰前臺灣企業結構乃呈現出鉅大企業由在日日資構成、中小

企業由在臺日資與臺人資本構成之兩極分化。臺人資本與在臺日資各自於中小企

業領域擁有無可忽略的重要性。 
然而，目前為止臺灣史研究在臺人資本研究方面已有一定程度之積累，但對

於在臺日資的研究方面卻相對貧乏。就筆者所見，最早就此一課題展開論述者有

凃照彥、波形昭一與黃紹恆。凃氏強調了在臺日資從屬日本財閥資本的一面，他

指出：「臺灣當地的日系資本的興起，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靠的是與內地財閥

資本的合作才是關鍵」。 2波形氏又進一步論證了在臺日資早在日俄戰爭前便已

存在。 3黃氏則批判凃氏、波形氏兩人研究過度強調在臺日資從屬於日本財閥資

本的一面。相對的，他認為這些在臺日資的資本積累條件乃「經由對臺灣總督府

                                               
1 須永德武，〈殖民地期臺湾企業の株主構成と収益性〉，發表於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
系暨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主辦，「近代東亞的區域交流與秩序重編」國際研討會，2012 年 5
月 26-27 日，頁 1-8。 

2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1991)，頁 351-352。  
3 波形昭一，〈植民地(臺灣)財閥〉，收入於澁谷龍一等編，《地方財閥の展開と銀行》(東京：

日本評論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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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依附而逐步達成，可說是這些資本所具之最主要特徵。」 4 
如此一來，以在臺日資運用跟臺灣總督府乃至中央政界良好之政商關係為前

提，在臺灣產業界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中川理江、林玉茹與鍾淑敏等人嘗試提

出論述。中川氏為單一企業之個案研究，她論述了後宮信太郎所經營之「臺灣煉

瓦株式會社」，如何透過承包縱貫鐵道及大量建造官方建築物而發展。 5林氏為

區域史研究，透過在臺日資長期是東臺灣開發要角之論證，進一步突顯出在臺日

資「不必然依附於日本國內資本」而能獨自發展的一面，日本財閥資本直到 1937
年才以中日戰爭為契機進入東臺灣。 6鍾淑敏在「政商」的脈絡之下，論述賀田

金三郎如何以殖民當局支援下為後盾(特別是指武力保護)，以壟斷之姿展開東臺

灣開發事業，殖民當局又如何介入當地民營企業的經營。 7如所周知，政商為日

本明治維新過程特殊產物，因其作為資本主義後進國，乃讓這些政商在國家資本

力量尚未健全的前提下作為殖產興業的主體，再由國家全力給予強大保護。從這

個角度來看，鍾氏所採行之研究途徑，乃將在臺日資擺在日本資本主義脈絡之下，

而別具意義。 8 
有關在臺日資的研究，趙祐志在 2004 年所提出之博士論文或可視為最新研

究成果。不過，他並非旨在論述在臺日資於產業界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其內部如

何運用業緣、血緣(包括養子繼承的擬血緣)、地緣與學緣等關係進行發展。理論

上，這似乎提出了有別於依附財閥或臺灣總督府之另一在臺日資的積累途徑，不

過，他主要參照素材侷限於臺灣發行的傳紀性資料，分析深入度也不足，無法建

構出一具體論述。但對後續研究者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9 
透過以上檢討可知，在臺日資在臺灣產業界所扮演的角色，恐怕還須有更多

實證性研究成果才能更為全面且深刻地認識；特別是若以上述須永氏之初步統計

結果來看，在臺日資在臺灣殖產興業過程的重要性，亦可能有被低估之嫌。故而，

有別於前人研究以單一個案、企業或區域為研究途徑，本文則擬透過單一產業之

                                               
4 黃紹恆，〈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2(1998.12)，頁 198、211-212。 
5 中川里江，〈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為例〉(臺南：國立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6 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33(2004.06)，
頁 315-363。 

7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
1 (2004.06)，頁 79-117。 

8 鹽澤君夫、近藤哲生著，黃紹恆譯，《經濟史入門：馬克思經濟學歷史理論基礎》(臺北：麥田

出版社，2001)，頁 183-187。 
9 趙祐志，〈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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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持續深化此一課題，並以民營鐵道業為研究對象。 
為何要挑選民營鐵道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因明治維新期民營鐵道業乃先行於

市場經濟而成立，並跟金融業一起引領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以甲午戰爭後企業

勃興期而言，該業實收資本增加速度則僅次於金融業的 6,482 萬圓，達到 2,413
萬圓，而領先了紡織業的 1,443 萬圓、煤炭業的 853 萬圓、肥料業的 640 萬圓。10

故而，日本作為後進資本主義國儘管係在本國資本主義化尚未確立前領有臺灣，

但民營鐵道業在 1895 年之時點可以說已然成熟。 11因此，我們可以期待日人來

到臺灣後持續將該業作為重點投資對象，並進一步將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延伸

到殖民地。 
筆者在先前研究已就臺灣民營鐵道業成立之背景有所論述，並在政治經濟學

的框架之中，全面檢討臺人資本如何在包含民營鐵道業在內之臺灣交通業展開資

本積累，並對機械動力與近代企業經營有所接觸與學習，從而成為其在戰後構築

中小企業基盤的重要基礎。12本文則擬在上述研究成果之上，將研究對象從臺人

資本轉移到在臺日資身上，並進一步以在臺日資資本積累條件乃「經由對臺灣總

督府權力之依附」此一前提展開論述，從而檢討臺灣總督府如何將民營鐵道業作

為特權性產業而提供給他們資本積累的管道?他們在臺灣民營鐵道業發展過程扮

演什麼角色呢?尤以後一點而言，約莫在一次大戰前後，臺灣民營鐵道業乃興起

一股改革聲浪，主要為專營蒸氣鐵道的設立與輕便鐵道機械動力化，此時繼受日

本本國民營鐵道發展經驗之在臺日資，在臺灣民營鐵道改革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就令人感到好奇，也成為本文主要論述焦點之所在。 
在進入正文之前，筆者擬就鐵道交通之相關名詞先作釋義。基本上，所謂鐵

道廣義而言即是指車輛在固定軌道(rail)上運行之交通工具，並根據動力來源與軌

距寬狹而有所區分。理論上，不論軌距寬狹均可導入各式動力，但一般鐵道多以

機械力為主，並有機關車(locomotive)作為牽引力。在鐵道交通之中，為求克服

地形、快速鋪設或客貨運量需求較低，乃存在軌距、規矩、運載量與速度跟一般

                                               
10 石井寬治，《日本の産業革命：日清‧日露戦争から考え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頁

131。  
11 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鉄道史研究：都市交通の発展とその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79)，

頁 31-33。  
12 相關討論詳見：陳家豪，〈日治初期臺灣鐵道政策的轉變：以「國營」、「民營」的討論為中

心(1895-1898)〉《臺灣文獻》，63：2(2012.6)，頁 95-140；陳家豪，〈從軍用到民營：日治初

期臺灣輕便鐵道的發展（1895-1909）〉《臺灣文獻》，64：1(2013.3)，頁 79-106；陳家豪，〈近

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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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有相當之落差的「輕便鐵道」(Light Railway)。惟，若回到鐵道定義來看，

輕便鐵道毫無疑問也是一種鐵道交通，故而本文所謂民營鐵道即指由民間資本所

經營之不同動力來源與軌距的鐵道交通企業。 
實際上，鐵道軌距在 3 呎 6 吋以下者，即可納入輕便鐵道範疇，故而戰前

臺灣即便由製糖廠所經營之鐵道，由於軌距以 2 呎 6 吋為主，每公里建設費不到

1 萬 4 千圓，機關車多是淨重 20 噸以下的槽式機關車，所以也不能歸類為一般

鐵道。13不過，當時臺灣所稱「輕便鐵道」又更為簡易，乃跟礦場所使用之臺車

高度類似，軌距以 1 呎 7 吋半為主，路基為稍微加工的路面而已，一條路線大多

只要數月便可完成，其動力來源更停留於人力階段。14因此，製糖鐵道即便也可

視為輕便鐵道，但跟這種 1 呎 7 吋半左右的「輕便鐵道」，在外觀上有著明顯差

異，也就習慣被視作兩種交通工具。 

貳、臺灣輕便鐵道開放民營 

臺灣民營鐵道業出現背景乃跟輕便鐵道發放民營背景有關，筆者先前之研究

成果已加以論述。也就是說，日本自領臺之初因飽受清代臺灣道路交通的不便，

而非常重視鐵道建設。然而，在縱貫鐵道完工以前，軍方乃在各地鋪設由人在後

方推押前行、非常簡易的軍用輕便鐵道，作為臨時性交通工具。1899 年，臺灣

縱貫鐵道分南北兩端同時動工。之後，隨各區間陸續通車後，除跟縱貫鐵道相隔

甚遠或緊臨軍隊屯駐地的軍用輕便鐵道繼續保留外，其他路線均陸續拆除。各地

方官廳乃積極透過臺灣總督府向軍方爭取撤廢軌條，並無償提供軌條暨相關設備

作為誘因，勸誘民間業者經營，乃至主導輕便鐵道企業之設立。 15 
在臺日資即在上述背景之下投入該業，接續以臺中輕便鐵道會社為個案加以

說明： 
臺中輕便鐵道會社成立於 1905 年，主要鋪設臺中到南投間輕便鐵道。其成

立背景乃在於南投對外交通向來不便、特別是沿山之集集、埔里一帶，故而在  

                                               
13 相比之下，臺灣縱貫鐵道及其支線的每公里建設費至少都要數萬元以上，以較為簡約的淡水線

為例，儘管建設材料大多是從清代鐵道拆除下來，也要三萬四千圓。至於縱貫鐵道所使用的機
關車主要是淨重 115 公噸的煤水式機關車。參見渡部慶之進著、黃得峰譯，《臺灣鐵道讀本》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 76、129、163。  
14 陳家豪，〈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展，1903-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6)，頁 20-21。  
15 陳家豪，〈從軍用到民營：日治初期臺灣輕便鐵道的發展(1895-1909)〉，頁 7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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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 5 月 17 日，臺灣陸軍補給廠以埔里守備隊軍需品輸送需要，打算將原鋪

設於臺中至萬斗六間(今霧峰鄉)軌道延申至草鞋墩(今草屯鎮)。16聽到這個消息後，

同年 10月 8日，南投廳長小柳康道以南總第 2143號向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陳情，

希望該軌道能經濁水庄(今名間)延長至林圯埔間。小柳康道提到：如果輕便鐵道

往南投延長的話，將有利於該地物產包括樟腦、陶器、石材、砂糖、苧麻、茶等

輸出。另外，集集地區的林業資材，也可解決長期因交通不便而不易輸出的窘

境。 17 
為了說服軍方，小柳氏還特別強調此舉對於軍事行動可能帶來的便利，他指

出：現南投地區雖「大匪首」(指臺人抗日武裝勢力)已被誅滅，但其餘眾尚存，

尤以南投與大平頂一帶為甚，若交通不便在軍事行動上將無法制敵機先。現今，

臺中萬斗六間已決定鋪設輕便鐵道，若能延長到南投、集集、林圯埔一帶，則不

論是警察力的運用，或對當地守備隊與臺中旅團而言，都更為方便。現在要到林

圯埔，必須從彰化繞道，多出 25 里路程，但若從南投只要 13 里。 18 
小柳康道的請求並未獲得軍方同意，原因不詳。爾後，在臺中、南投兩廳地

方官廳主導之下，地方商民在 1906 年 1 月 18 日開會，決議以 1.8 萬圓來鋪設臺

中到南投之輕便鐵道。同年 3 月 5 日，有田喜一郎等人向臺中廳與南投廳遞交設

立申請書。同月 9 日，上述兩廳廳長聯名向後藤新平報告「臺中輕便鐵道株式會

社」成立一事，內容即提到：鋪設臺中南投間的輕便鐵道是「當地多年的宿望」，

遂向臺中廳斡旋，將從軍方取得的軌條提供給該企業。 19  
該企業在 1906 年 3 月 5 日提出設立申請書後，即進入一連串行政程序。同

年 3 月 15 日，該企業召開創立總會，專務董事為有田喜一郎、董事為津島吉兵

衛、林季商，監察人為前神峰三郎、吉松千賀三、林獻堂。 20同年 5 月，有田喜

一郎進一步向臺中官廳申請這些輕便軌條，臺中廳長岡本武輝在同意之餘，還交

付命令書一份，內容共八項： 

                                               
16 〈臺湾斗六林圯埔間軽便鉄道付設の件〉《参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亞細亞資料中

心下載，1902 年 6 月。 
17 〈臺中林圯埔間輕便鐵道敷設ノ件ニ付南投廳長ヘ通牒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1903 年 11 月，第 4475 冊，第 19 號，十五年保存。 
18 〈臺中林圯埔間輕便鐵道敷設ノ件ニ付南投廳長ヘ通牒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1903 年 11 月，第 4475 冊，第 19 號，十五年保存。 
19 〈臺中南投間之輕鐵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24 日，2 版；〈臺中南投間輕便鐵

道敷設認可等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06 年 12 月，第 4963 冊，

第 35 號，十五年特殊。 
20 〈臺中輕鐵株式會社の創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2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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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規定，官方所提供的物品詳載於另紙；第二條規定，官方所提供的物

品不可使用於臺中南投間輕便鐵道鋪設之外的其他目的；第三條規定，軌條提供

的期限跟臺中南投間輕便鐵道鋪設許可一致；第四條規定，官方認為有必要時，

得隨時收回部份或全部的物品；第五條規定，所提供的物品發生毀損或不堪使用

時，業者有義務修繕之；第六條規定，軌條提供期限截止之際，或因其他事故而

被迫提前歸還時，業者必須將物品完好無缺交給官方，並負修繕之責；第七條規

定，官方所提供的物品業者不得買賣、讓渡或用來擔保；第八條規定，違反前揭

各項命令或未能履行之際，官方可取消物品的提供，在此過程所衍生的任何損壞，

由業者負責賠償。 21 
1906 年 4 月 6 日，臺中廳正式許可臺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並再次交

付一份命令書，共二十八條。這份命令書不同於前一份只針對軌條使用進行規範，

而包括了工程、管理與營業等各方面，其內容為： 
一、敷設許可的範圍、期限(十五年)、動力來源(人力)、取得命令書後十天內要

提出受領證明(即「請書」)、六個月內必須成立企業。 
二、軌距、工事方法必須注意的事項，同時獲得官方的特許後三個月內必須展開

軌道工程，一年內必須完工，並製作路線實際工程方法書與工程費用預算

書。 
三、工程部份或全部完成之際，需要向臺灣總督報告，同時，運費、運載限制、

時刻表等的訂定與變更，均須得到臺灣總督許可。 
四、臺車必須配備煞車，經常保持良好狀態，並須接受臺中廳檢查合格方得使用，

同時，運轉速限在兩側有房屋時為 10 公里，否則以 16 公里為限。 
五、本項特許不可作為擔保之用，臺灣總督與臺中廳長任何時刻均可檢查其營業

實況暨相關設備，如官方認為有必要更正之時不可拒絕，否則將停止其營業，

另外，企業沒有得到臺灣總督或臺中廳長許可時，不可任意廢止營業。 
六、為了其他公共利益所需，臺灣總督府可要求業者變更原有設計、暫停營業、

撤除路線，以及修改與新增這份命令書中的內容。又，官方認為有必要時，

任何時候均可無償使用這條路線，而針對軍需品與郵件運送，官方只需要支

付後押人夫的薪資。 
七、業者每半年必須製作營業報告書提交給臺灣總督；又，根據本命令書，業者

提交給臺灣總督的命令書均須透過臺中廳長之手。 
                                               
21 〈鐵道軌條無償貸下ノ件(臺中輕便鐵道會社)〉《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藏，1906 年 7 月，第 4962 冊，第 15 號，十五年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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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果業者違反這份命令書的規定，或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相關書類與完成

工事，本路線的特許即失效。特許失效後，業者必須在臺灣總督指定的期限

內恢復道路原狀，同時其所駕設的橋梁無償歸官方所有。 22 
收到這份命令書後，臺中輕便鐵道會社乃制定企業章程共五章三十條、營業

收支預算書、工程費用預算書、工程預算書與圖面等書類。1906 年 4 月 25 日，

臺中廳將這些書類提交給臺灣總督府土木局與財務局；同年 6 月 4 日，臺中廳長

岡本武輝向上述兩個單位請求，希望盡速發放工程許可給臺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

1906 年 12 月 4 日，有田喜一郎向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交運費、運載限制、

時刻表等營業規章；同月 13 日，臺中廳以指令第 4078 號同意之。 231907 年 3
月 30 日，軌道工程完成，並在南投公園舉行開通式。 24 

透過上述可知，臺中與南投兩廳廳長的確主導了臺中輕便鐵道會社的籌組，

1906 年所提交給該企業之兩份命令書進一步顯示該企業之軌條暨相關設備係由

地方官廳無償提供，地方官廳還將輕便鐵道設定為特許事業，亦即輕便鐵道鋪設

皆須獲得地方官廳之同意，非民間業者可自由為之。至於，臺中與南投兩廳為何

如此積極於臺中輕便鐵道會社的設立，乃基於理蕃政策與殖產興業推動之必要，

筆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已對此有所論述。 25 
臺中輕便鐵道會社由誰所經營?即是以臺中地區在臺日人有田喜一郎為首，

聯合前神峯三郎、津島吉兵衛、吉松忽四郎、吉松千賀三、樋口仁三郎、宮山悌

三、小鹽三治、榊原繁、藪原宅平、伊原幸之助、安土直次郎、牧野善次郎、栃

井榮太郎、岡田靖夫、河相興平、尾哉武慶、村田佑平、片桐繁太郎、林獻堂、

林季商、林紹堂等 22 位臺日人。很清楚地，日人居於絕大多數，同時我們還可

窺見諸多在臺日資的身影。 26諸如，作為主要領導者之有田喜一郎，生於 1850
年，乃擁有一定資金來臺，從事沈船打撈，且到臺中栽培菸草、到苗栗探查石油，

在 1916 年跟後文將述及之坂本素魯哉、松岡富雄同為臺中實業組合一員。 27另

                                               
22 〈臺中南投間輕便鐵道敷設認可等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906

年 12 月，第 4963 冊，第 35 號，15 年特殊。 
23 〈臺中南投間輕便鐵道敷設認可等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906

年 12 月，第 4963 冊，第 35 號，15 年特殊。 
24 〈臺中輕鐵の全通〉《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31 日，2 版。 
25 陳家豪，〈從軍用到民營：日治初期臺灣輕便鐵道的發展(1895-1909)〉，頁 91-95。  
26 〈臺中南投間之輕鐵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24 日，2 版；〈臺中南投間輕便鐵

道敷設認可等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906 年 12 月，第 4963
冊，第 35 號，十五年特殊。 

27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3)，頁 317；〈全島実業大会：決議事

項と講話〉《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4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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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小鹽三治，生於 1878 年，日本岐阜縣人士，跟曾任臺灣總督之伊澤多喜男

有姻親關係，曾任臺中建物株式會社專務董事、臺中市協議會員、臺中建築信用

購買利用組合組合長、社會教化委員、臺中市第二區區長、臺中市市會議員、臺

中市參事會員等職。28安土直次郎，1895 年來臺，經營臺中屠宰場與市場，肥後

屋吳服店店主，並任各企業要職，所累積之資產在十五萬圓到二十萬圓之間。 29 
值得注意的是，小鹽三治與安土直次郎即屬於「坂本閥」系統。所謂坂本閥

不同於一般所認知之財閥，只能姑且視為中部在臺日資在地勢力。30此一勢力以

坂本素魯哉為首，他生於 1864 年，高知縣人士，畢業於明治大學，先任小學校

教員，後入日本銀行任職，並轉到臺灣銀行服務，且以臺銀作為基礎逐步掌握彰

化銀行的經營權。他還擔任過臺灣製蔴株式會社監察人、臺灣產業株式會社監察

人、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監察人、打狗土地株式會社監察人、累積資產達四百萬日

圓，被稱為「臺中日人企業界霸主，壟斷彰銀而成為日治時期日人赤手空拳來臺

發跡的典型人物之一。」 31 
坂本到臺灣後便透過家族與同鄉關係等逐漸強化自己在中部地區的政經影

響力，跟其有密切關係者除了長男坂本清、32堂弟坂本登以及上述之小鹽三治與

安土直次郎外，還有小鹽元太郎、吉市米太郎、岩瀨啟造等人。坂本登，生於

1871 年，1895 年來臺，先任總督府專賣局書記，1913 年投入實業界，歷任臺中

市會議員、臺中座社長、南投製冰會社社長、中央貨物自動車株式會社社長、埔

里製作公司代表、老松住宅組合代表、臺灣製冰同業組合評議員、臺中市協議會

員、臺灣新聞總經理、臺灣製腦會社常任監察人等職。33另外，小鹽元太郎為小

鹽三治之父，從 1896 年起在臺中經營土木承包與建築用品販賣等。 34吉市米太

郎，生於 1893 年，高知商業學校畢業，在坂本引介下於 1920 年入彰化銀行任主

事業務部營業課長，1939 年任彰化銀行董事。 35岩瀨啟造，生於 1876 年，大阪

關西法律學校畢業，於 1900 年入浪速銀行，後入臺灣銀行任書記，1913 年任彰

                                               
28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編者，1941)，頁 18。  
29 泉風浪，《臺中州大觀》(臺北：自治公論社，1922)，頁 108。 
30 有關坂本閥之相關討論參見；趙祐志，〈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第二章

第三節。 
31 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135。 
32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頁 23。 
33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頁 23。 
34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頁 314。  
35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43)，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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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銀行董事兼主事。 36 
至於坂本閥所投資的事業之中，輕便鐵道業更為重要一環。除了臺中輕便鐵

道會社，小鹽三治與安土直次郎在 1910 年計劃以三萬圓小鋪設東勢角及社口的

輕便鐵道。 37另外，坂本清曾任臺中輕鐵株式會社董事、坂本登曾任臺灣軌道株

式會社董事、小鹽三治之父小鹽元太郎則為牛罵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監察人以及

安土實曾任臺中輕鐵監察人。坂本素魯哉分別為彰南鐵道株式會社董事、牛罵頭

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監察人、臺中輕鐵株式會社長以及臺灣軌道株式會社董事。38 

參、在臺日資在臺灣民營鐵道業所佔比重 

黃紹恆等先行研究者已指出，在臺日資主要依附官方而發展，透過上述可知，

在臺日資投入民營鐵道業過程，亦不脫離此一資本積累框架 39。惟，臺灣輕便鐵

道開放民營過程，不僅在臺日資成為勸誘對象，臺人地主資產階層亦廣泛投資於

該業，成為另一主體。同時若就資本比重來看，臺人資本尚略勝於在臺日資；即

如表一所示，若將製糖業所兼營的私設鐵道計算進去，在日日人為 69.87%，在

臺日人為 17.24%，臺人為 13.06%。當觀察對象縮小為專營鐵道業者時，在日日

人比重大幅下滑為 12.68%，在臺日人為 51.72%，臺人為 35.56%。再以輕便鐵道

為統計對象時，臺人資本達到 52.97%，在臺日資則為 42.45%。 

                                               
36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頁 6；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

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6；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頁 219。  

37 〈東勢角輕鐵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5 月 19 日，3617 號，2 版。 
38 有關坂本閥投資各輕便鐵道企業情形，乃記錄於前引之人物傳記資料。 
39 即是如前述台中輕便鐵道會社之模式，官方不僅將民營鐵道業設定為特許行業，而且在企業成

立過程給予在臺日資各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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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20 年臺灣株式會社中專兼營民營鐵道臺日資比重 

企業名 
營業

區域 
設立年

月 營頁項目 
持股數 持股比例(%) 資本額(圓) 

在日日人 在臺日

人 
臺人 外國

人 
小計 在日

日人 
在臺

日人 
臺人 外國

人 
法定 實收 

基隆輕鐵株

式會社 
基隆 191202 輕便鐵道 0 2,200 1,800 0 4,000 0.00 55.00 45.00 0.00 200,000 100,000 

高砂興業製

糖株式會社 
瑞芳 191909 蒸氣鐵道 2,005 11,911 16,084 0 30,000 6.68 39.70 53.61 0.00 1,500,000 375,000 

臺灣軌道株

式會社 
桃竹

苗 191910 輕便鐵道 3,670 35,667 20,553 0 60,000 6.12 59.45 34.26 0.00 3,000,000 750,000 

大正炭鑛軌

道株式會社 
桃園 191912 輕便鐵道 0 14,000 0 0 14,000 0.00 100.0

0 0.00 0.00 700,000 175,000 

臺北鐵道株

式會社 臺北 191909 蒸氣鐵道 270 12,823 6,907 0 20,000 1.35 64.12 34.54 0.00 1,000,000 250,000 

宜蘭殖產株

式會社 宜蘭 191506 輕便鐵道 5,710 2,255 35 0 9,000 63.44 25.06 0.39 0.00 450,000 450,000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 桃園 190311 輕便鐵道 0 100 29,900 0 30,000 0.00 0.33 99.67 0.00 1,500,000 1,250,000 

桃園礦業軌

道株式會社 新竹 191712 輕便鐵道 0 50 5,950 0 6,000 0.00 0.83 99.17 0.00 300,000 75,000 

臺灣礦業株

式會社 新竹 191803 輕便鐵道 0 240 2,760 0 3,000 0.00 8.00 92.00 0.00 150,000 37,500 

日本拓植株

式會社 龍潭 191912 輕便鐵道 38,220 112,325 49,455 0 200,000 19.11 56.16 24.73 0.00 10,000,000 3,000,000 

大安軌道株

式會社 苗栗 191705 輕便鐵道 700 1,424 1,076 0 3,200 21.88 44.50 33.63 0.00 160,000 40,000 

展南拓殖製

糖株式會社 竹南 191901 輕便鐵道 0 105 3,895 0 4,000 0.00 2.63 97.38 0.00 200,000 64,800 

新竹製糖株

式會社 苗栗 191912 蒸氣鐵道 87,865 57,465 4,670 0 150,000 58.58 38.31 3.11 0.00 7,500,000 1,875,000 

朝日製糖拓

殖株式會社 
苗栗 191909 蒸氣鐵道 0 40,483 29,517 0 70,000 0.00 57.83 42.17 0.00 3,500,000 875,000 

臺中輕鐵株

式會社 
臺中

南投 191806 
蒸氣鐵道 
輕便鐵道 1,624 2,295 6,081 0 10,000 16.24 22.95 60.81 0.00 500,000 400,000 

帝國製糖株

式會社 
中彰 191010 蒸氣鐵道 274,414 10,198 14,038 1,350 300,000 91.47 3.40 4.68 0.45 15,000,000 10,500,000 

新高製糖株

式會社 
彰化 190910 蒸氣鐵道 95,090 920 3,920 70 100,000 95.09 0.92 3.92 0.07 5,000,000 5,000,000 

林本源製糖

株式會社 
臺中 191312 蒸氣鐵道 0 31,119 28,881 0 60,000 0.00 51.87 48.14 0.00 3,000,000 1,500,000 

臺灣運輸產

業株式會社 
臺中 191803 輕便鐵道 0 20 3,980 0 4,000 0.00 0.50 99.50 0.00 200,000 50,000 

沙鹿製糖株

式會社 沙鹿 191908 蒸氣鐵道 970 37,188 11,842 0 50,000 1.94 74.38 23.68 0.00 2,500,000 625,000 

臺灣輕鐵株

式會社 臺中 191902 輕便鐵道 0 1,100 100 0 1,200 0.00 8.33 91.67 0.00 60,000 15,000 

南投輕鐵株

式會社 南投 191411 輕便鐵道 0 1,644 756 0 2,400 0.00 68.50 31.50 0.00 120,000 37,200 

東洋製糖株

式會社 嘉義 190703 蒸氣鐵道 225,920 18,845 5,195 1,040 251,000 90.01 7.51 2.07 0.41 12,550,000 10,360,000 

鹽水港製糖

株式會社 嘉義 190703 蒸氣鐵道 197,950 15,465 11,290 295 225,000 87.98 6.87 5.02 0.13 11,250,000 11,250,000 

臺灣產業株

式會社 嘉義 191010 輕便鐵道 200 9,800 0 0 10,000 2.00 98.00 0.00 0.00 500,000 125,000 

臺灣製糖株

式會社 臺南 190012 蒸氣鐵道 565,508 3,395 19,848 7,249 596,000 94.88 0.57 3.33 1.22 29,800,000 20,835,000 

明治製糖株

式會社 臺南 190612 蒸氣鐵道 230,412 2,456 22,528 0 240,000 96.01 1.02 9.39 0.00 12,000,000 8,9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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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製糖株

式會社 臺南 190803 蒸氣鐵道 0 1,472 22,528 0 24,000 0.00 6.13 93.87 0.00 1,200,000 750,000 

專營鐵道業 44,484 181,448 124,758 0 350,800 12.68 51.72 35.56 0.00 17,540,000 6,042,200 

輕便鐵道業 5,994 59,978 75,218 0 141,300 4.24 42.45 53.23 0.00 17,540,000 6,042,200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0)，頁

544-553。 

2. 基隆輕鐵株式會社編，《創業二十年》(基隆：該社，2004 重刊)，頁 42。 

資料說明：1.基於資料限制，基隆輕鐵株式會社為 1932 年的統計。 

2.製糖企業所經營者均歸類為兼營。 

 
毫無疑問地，臺人資本既然在資本比重上略高於在臺日資，即一定程度說明

了在臺日資在資本力量上的侷限性，以及日本殖民政府在發展地方交通事業時對

臺人地主資產階層的依賴。不過，民營鐵道業畢竟為臺人地主資產階層所未接觸

過之近代產業，臺人地主資產階層在經營上也就須一定程度仰賴在臺日資。尤其，

在臺日資繼受了殖民母國民營鐵道發展經驗，更成為臺灣輕便鐵道改革主要推動

力量。 

肆、在臺日資與臺北市區電車計畫 

臺灣輕便鐵道特徵已如前述，事實上，這種以非機械力作為軌道交通之動力

乃為人類近代化初期普遍性現象，惟隨工業革命乃逐漸往機械動力邁進。這除了

一般人所熟知的蒸氣鐵道外，針對軌距較狹之輕便鐵道，轉型為市區電車也為世

界主要趨勢。 
在 1790 年代，馬車與鐵制軌道的結合在英國逐漸盛行，並成為蒸氣機關車

普及前城市交通的主要手段。至 1860 年代，歐美主要城市均可見到馬車鐵道的

身影。 40在歐美主要是運用馬車來拉動，這種馬車鐵道在 18 世紀末期一度成為

都市交通主要手段，爾後才在馬車鐵道的基礎之上改良為市區電車，最早一條市

區電車出現於 18 世紀中期的美國紐約。 41  
進而言之，輕便鐵道在運載量與速度之要求跟一般鐵道有別，在動力來源方

                                               
40 此一風潮也追到了大西洋彼岸，美國紐約市率先於 1836 年引入馬車鐵道，並從 1845 年開始在

美國各大城市普及開來。Maurice W. Kirby, The origins of railway enterprise: the Stockton and 
Darlington Railway, 1821-1863(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3), pp.9-12. 

41 Maurice W. Kirby, The origins of railway enterprise, p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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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就存在特殊性，諸如比較不需要仰賴機關車牽引而由自身具備動力之客貨車

廂自行運轉，特別是以石油、電力為動力來源時便頗為常見。前者乃在車廂內部

裝有內燃機來轉化石油，稱為「汽動車」(Rail Car)；後者即是此處所言及之「市

區電車」乃在路面鋪設軌道，上方架設電線，讓車輛藉由電線提供的電力自行行

走。換句話說，一般鐵道運輸都是由一輛機關車牽引數輛客車廂的方式運作，無

論起步或停車均相當遲緩，僅適合長途大量的旅運。 42汽動車與電車則是將駕駛

室與列車車廂結為一體，具有機動性高與快速等兩大優點，頗適合於短距離間移

動，特別是都市內部或城郊之間。 43 
明治維新期的日本，同樣在蒸氣鐵道交通未全面普及前，從國外引進馬車鐵

道與輕便鐵道作為補助性交通手段；橫濱的高島嘉右衛門率先在 1873 年提出馬

車鐵道鋪設申請，未果。到了 1880 年，鹿兒島士族種田誠一、谷元道之、河村

傳衛等人才在政商五代友厚的支持下，從國立第三十三銀行借得 30 萬圓作為企

業資本，設立「東京馬車鐵道會社」。44伴隨馬車鐵道的發達，1889 年，輕便鐵

道也在東海道的藤枝與燒津(為今靜岡縣兩個市鎮)問世。由於這種輕便鐵道乃以

人在後方推押前行作為動力，故在日本本國又稱為「人車鐵道」，主要是作為郊

區、鄉間輔助性交通手段，全盛期在明治末期。 45 
然而，筆者在緒論已指出，日本民營鐵道業在該國資本主義化過程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在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之際，日本民營鐵道業已然進入成熟

階段。所以，日本在人車鐵道(即臺灣之輕便鐵道)發展達到鼎盛的同時，及嘗試

將機械動力導入該項交通工具。在 1887 年以降，先後有大倉喜八郎在內的東京、

愛知、名古屋、大阪等各地人士即提出市區電車鋪設申請，但未獲得同意。到了

1890 年第三次內國勸業博覽會之際，東京電燈株式會社才根據從美國歸來的藤

岡市助技師的設計，鋪設從上野公園到兩大師前的市區電車，是為日本市區電車

濫觴。 46 

                                               
42 張蓴，《鐵路運輸學理論與實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 61。  
43 李方宸，〈臺灣糖業鐵路經營之研究(1946-198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1)，

頁 31-32。張蓴，《鐵路運輸學理論與實務》，頁 64。 
44 有關日本近代馬車鐵道的發展，參見：篠原宏，《明治の郵便‧鉄道馬車》(東京：雄松堂出版，

1987)。 
45 根據統計，1911 年時全日本共有 13 間人車鐵道企業存在，里程 113 公里，軌距平均在 2 呎左

右(亦有 2 呎 6 吋與 3 呎 6 吋者)，車輛數有客車 153 臺、貨車 394 臺，搭乘人數為 377,107 人、

貨物 298,531 公噸，客運收入 28,097 圓、貨運收入 149,408 圓。鐵道省編，《日本鐵道史‧下

編》(東京：鐵道省，1921)，頁 701-706。 
46 鐵道省編，《日本鐵道史‧下編》，頁 678-680。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S5*cht/a%7b213d47%7d+%7b232466%7d/a%7b213d47%7d%7b23243a%7d/-3,-1,0,B/browse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S5*cht/a%7b213d47%7d+%7b232466%7d/a%7b213d47%7d%7b23243a%7d/-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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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市區電車的出現，蒸汽動力與瓦斯動力分別在 1900 年與 1904 年被運用

於輕便鐵道，惟乃以電力為主要型態。從 1900 年起，日本市區電車的運輸量即

超越馬車鐵道。 47直到 1930 年代末，有八成輕便鐵道採用電氣作為動力。 48  
這一股以市區電車形式體現輕便鐵道機械動力化之風潮也追到了殖民地。以

朝鮮而言，第一家輕便鐵道企業由美籍商人與朝鮮王室合辦的漢城電氣會社與韓

美電氣會社，從一開始便以市區電車發足，1909 年起上述兩企業被日資的日韓

瓦斯電氣株式會社併吞。同時，到了 1928 年時，朝鮮輕便鐵道已有 90.31%使用

電氣。49臺灣方面，則從日俄戰爭結束後展開了幾波電車鋪設風潮。第一波在 1907
年，伴隨著日資大舉前來臺灣投資，有二組人馬計畫在「島都」臺北市鋪設電車。

首先是關清英、安立綱之、田中伊三郎、久米民之助、矢島浦太郎、松本多賀司

等十七人，以矢島與松本為總代，全部是在日日資，資本額定 150 萬，擬採株式

會社(即中文之股份有限公司)，全線採複線，發電所置於河溝頭街，安置四百匹

馬力，另設二處變壓所。車輛用特許 6230 號安全式臺車 50 臺，一臺乘 35 人，

車資平均 4 錢，營業時間自 5 點到晚上 12 點。預估一臺收入為 23.80 圓，一年

為 43 萬 4 千餘圓，一年費用約 23 萬 4 千餘圓，約可有 10%的配息。又創業費

用方面，估計鋪設軌道 32 萬餘圓、架設電線 12 萬圓、客車六十臺 18 萬圓、道

路費用 25 萬圓、發電所變壓所設備 12 萬圓，計約 1,148,000 圓。 50     
聽聞臺北鐵道會社消息，在大稻埕日人大庭永成的牽線下，願意投資的在臺

日人與臺人有賀田金三郎、柵瀨軍之佐、荒井泰治、守屋善兵衛、金子圭介、小

松楠彌、王慶忠、辜顯榮、李春生、洪以南、黃應麟、陳大珍、黃傳經等。 51另

外，同樣對臺北市區電車鋪設有興趣者為大阪的今西林三郎、桑原政；神戶的森

本六兵衛，臺北地區的木下新三郎、松本真輔、宮副吉兵衛、江里口秀一、村岡

久吉、川瀨周治、河東利八、鍵山今朝吉、平田藤太郎、澤井市造、服部甲子造

等人，計畫以資本額兩百萬圓，組織臺北電氣鐵道會社，預估車資三錢、一年平

均配息率在 10%左右。 52 
按，臺北從清末以來作為島內首善之都，萬華、大稻埕兩個漢人市鎮乃出現

                                               
47 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鉄道史研究：都市交通の発展とその構造》，頁 188。  
48 和久田康雄，《日本の私鉄》(東京：岩波新書，1987)，頁 81。  
49 野田正穗、原田勝正、靑木栄一等編，《朝鮮鐵道史》大正期鐵道史資料‧第 2 集第 15 卷(東

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5；復刻版)，頁 747-749、760-76；朝鮮總督府鐵道局編，《朝鮮鐵

道狀況‧昭和四年》(京城：朝鮮總督府鐵道局部，1930)，頁 100、153。 
50 〈臺北電氣鐵道〉《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0 日，2 版。 
51 〈臺北電氣鐵道會社〉《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2 月 17 日，4 版。 
52 〈臺北電氣鐵道〉《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12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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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交通的需求，劉銘傳且引進人力車來取代傳統的轎子以作為主要都市交通手

段。雖然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乃鋪設輕便鐵道與蒸氣鐵道此一近代式交通工具

來連結臺北與近郊，諸如臺北淡水間蒸氣鐵道與後文將提及之臺北輕鐵炭礦株式

會社即是例。不過，在城內、萬華與大稻埕此一日人與漢人生活圈與商業圈，還

是以人力車為主，並擴大了人力車的數量與營業範圍；根據統計，在 1920 年代

以前，人力車使用率達到 21%至 22%之間。 53 
然隨著臺北市人口增長與都市建設進行，人力車這樣的傳統交通工具已不敷

使用，這是以上市區電車計畫之所以被提出的主要背景，並可在當時作為臺灣最

主要的輿論媒體「臺灣日日新報」看到相關論述。該報紙不僅在市區電車計畫出

現後表達支持之意，並多次在社論之中提及都市交通反映著一地文明化程度，歐

美與日本各主要都市若人口數量跟臺北相當者均已鋪設了市區電車，連朝鮮之青

浦其人口數量不過跟臺灣鹿港相當，也有完善電車路線網，臺北市交通若欲「向

上提升」，除了儘快完成電車鋪設計畫之外實別無他途。 54 
基於上述背景，雖然以上臺北市區電車計畫均以失敗告終，其理由為鐵道部

經過調查後認為經濟利益過小。55然臺北市區電車鋪設風潮卻未中斷，1911 年，

荒井泰治、木下新三郎、賀田金三郎、小松楠彌、柵瀨軍之佐、木村久太郎等在

臺日資，再次表達投資意願，預計創設資本額達 100 萬圓的企業來經營。56此一

計畫再度引起官民輿論界的重視，並衍生出應該官營或者民營的爭論。時任臺灣

民政長官之內田嘉吉即在 1911 年表達了該事業應該有官方來經營的態度，並主

張市區電車應該跟縱貫鐵道銜接。 57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也在 1911 年 7 月發表了

預算總額達 160 萬圓的官營計畫，為期三年，共分三階段，並擬採用 3 呎 6 吋軌

距以實現跟縱貫鐵道銜接的構想。58不過此一官營計畫卻因大藏省不同意編列相

關預算而歽喪。 
在 1915 年前後，臺北市區電車鋪設風潮再度興起，這是因臺灣勸業共進會

                                               
53 隨著城內地區日人數量增加，臺北市人力數量乃從 1898 年的 400 輛左右，快速在 1900 年增加

為 700 輛左右。有關臺北人力車事業的發展與管理，詳見：蔡龍保，〈舊事物．新管理：日治

初期臺北地區人力車的發展(1895-1905)〉，收入於李玉瑾主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391-407。  
54 這一類型的社論散見於 1910 年前後的報導之中，舉其要者有：〈日日雜信〉《臺灣日日新報》，

1909 年 12 月 6 日，3 版；〈記者  臺北と電車(上)〉《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2 月 14 日，
1 版〈記者  臺北と電車(下)〉《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2 月 15 日，1 版。 

55 〈電鐵罷設〉《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2 月 12 日，2 版。 
56 〈又電鐵の出願〉《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6 月 2 日，2 版。 
57 〈內田長官談 取引所と電鐵 電鐵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5 月 4 日，5 版。 
58 〈電車計畫成る（當局の成案）〉《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16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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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舉辦，從舉辦前時人輿論已注意到臺北既有交通設施勢將無法應付即將爆

增之旅運需求；在舉辦後更突顯出作為臺灣首要都市之臺北，在都市交通建設方

面的不足，電車作為解決方案就被一再提出。在 1915 年，即有所謂「某實業家」

表示，伴隨臺灣勸業共進會的舉辦，預計將有 30 萬人潮湧進臺北，由於共進會

預計為期 30 天，故每天平均要消化 1 萬多人，這是當時不過千餘輛之人力車所

無法負擔。 59職是之故，荒井泰治、木下新三郎、賀田金三郎等再於 1914 年 11
月，提出市區電車鋪設計畫，預計創設資本額達 200 萬圓的臺北電鐵株式會社；

惟，荒井泰治等人本次所提出的申請再次被官方所否決，理由為臺灣總督府鐵道

部已決定採行官營方式來完成市區電車計畫。 60 
基本上，以上幾波臺北市區電車計畫投資風潮主導者皆為日人資本，並很容

易看到在臺日資的身影，特別是 1910 年代以後，似已未見日本本國資本與臺人

資本的身影。同時，這些願意投資市區電車計畫的在臺日資，乃廣泛投資臺灣輕

便鐵道業。換句話說，他們是在既有輕便鐵道業的經營基礎之上，往市區電車事

業邁進。諸如： 
賀田金三郎，出生於 1863 年，山口縣人士，初入藤田組後轉入大倉組，歷

任大倉組松山、廣島分店。1895 年，以大倉組臺灣分店長的身份隨軍隊入臺。

1897 年，與山下秀實、金子圭介等人，創立臺灣驛傳社，經營國庫公款、砂糖

麥粉肥料、淺野水泥等物之運送。1898 年，獨立創辦賀田組，經營土木承包業。

斯時，臺灣政界為陸軍「長州閥」的全盛時期，出身山口縣的賀田金三郎，亦因

此頗受兒玉總督之照顧。賀田賴與兒玉、佐久間總督之良好關係，承包了大量政

府的土木工程，獲利甚豐。賀田除承攬土木工程外，亦從事花東地區的開拓，並

因此贏得「東部開拓王」的美譽。此外，賀田亦設立四腳亭炭礦，開採煤礦。值

得注意的是，他透過投資煤礦業而跨足輕便鐵道業，成為後文將述及之臺北輕鐵

炭礦株式會社的董事。 61 
柵瀨軍之佐，出生於 1869 年，岩手縣人士，英吉利法律學校(今日本中央大

學)畢業，畢業後入新聞界，並入立憲改進黨。1899 年進入大倉組，受大倉喜八

郎倚重，繼任賀田金三郎之大倉組臺北分店長職位來臺。1905 年辭去大倉組的

工作，以其所蓄積的財富與弟柵瀨和太理共組柵瀨兄弟商會，專門從事石炭、火

                                               
59 〈電鐵與共進會 某實業家述〉《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7 月 29 日，5 版。 
60 〈電鐵出願内容〉《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7 月 11 日，2 版。 
61 有關賀田金三郎在東部地區之開發，鍾淑敏有相關研究成果可資查考。鍾淑敏，〈政商與日治

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頁 79-117；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

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5)，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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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砂糖及銅鐵類等的販賣，並以此為起點經營或投資眾多企業。 62他在臺灣輕

便鐵道業乃至民營鐵道業界頗為活躍，他除了有意投資臺北市區電車外，後分別

在 1911 年跟小鹽元太郎、林季商、蔡惠如、陳汝甘等在臺日人與臺人地主資產

階層一同發起資本額 20 萬元之員林輕鐵株式會社。 63隔年當紅新鐵道從合資會

社變更為株式會社、並將資本額從 3 萬增資為 20 萬時，他出任了首屆監察人。

他也在 1913 年成為後文將述及之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的發起人，並在該企業

轉型為專營蒸氣鐵道企業之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後，持續擔任董事一職。 64此外，

作為其事業主要輔導者並為其弟之柵瀨和太理，也擔任了新高拓殖軌道株式會社

董事、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監察人、臺北鐵道株式會社監察人、臺灣軌道株式會社

監察人；其中，臺中輕鐵與臺灣軌道同為輕便鐵道改革產物，後文同樣會有進一

步說明。 65大體上，若將柵瀨軍之佐所投資之事業視為一體，則其在臺灣輕便鐵

道乃至民營鐵道業的投資堪稱廣泛，並對其改革事業頗為熱衷。 
小松楠彌，出生於 1858 年，高知縣人士，來臺之前曾任「第百二十國立銀

行」行員，辭去行員工作後，與其兄小松猶吉共同從事樟腦製造業，1888 年移

轉至神戶從事樟腦貿易。小松於 1895 年 8 月來臺調查樟腦採收情形，並於同年

在大稻埕設立製造所且於各地設置分店。最初，小松在臺腦務推行艱難，1907
年才將其在臺各地樟腦生產據點，合為「臺灣製腦合名會社」。黃紹恆即指出：

小松在臺的發展，可說以本業(樟腦產銷)為出發點，在積累一定規模的資本後，

再對其他產業進行投資。 66 
小松楠彌來臺後沒多久，便於 1903 年跟臺人陳掄元合資 25,000 圓「宜蘭輕

便鐵道組合」。這間宜蘭輕便鐵道組合在臺灣輕便鐵道業發展過程，尚具有特殊

地位，跟桃崁輕便鐵道會社、臺中中部運輸公司同為臺灣最早設立之輕便鐵道企

業。 67作為他事業主要助手的波江野吉太郎，出生於 1867 年，鹿兒島縣人士，

於 1894 年為了視察臺灣製腦業來臺，1903 年入小松楠彌所設立的臺灣製腦合名

會社，任總經理，且為宜蘭輕鐵組合籌組過程實際主導者。 68 

                                               
62 黃紹恆，〈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頁 209。 
63 〈輕鐵創立〉《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29 日，3 版。 
64 〈紅新鐵道會社創成〉《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9 月 23 日，3 版。 
65 有關在臺日資投資民營鐵道企業之情況，乃筆者根據相關新聞、企業名錄整理所得，至於戰前

臺灣民營鐵道企業設立概況，可見：陳家豪，〈近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

中心(1895-1954)〉，附錄一。 
66 黃紹恆，〈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頁 208-209。  
67 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1895-1945》，頁 377。 
68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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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井泰治，生於 1861 年，有「臺灣澀澤榮一」、「臺灣事業王」之美譽，

由其直接經營或間接投資的企業多達 27 家，資本額 171,921 千圓。69他早在 1897
年即參與陸羽電氣鐵道的創設，並於 1912 出任仙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社長。70荒

井來臺後仍持續熱衷於投資民營鐵道業，他在 1902 年即打算跟臺人葉發共組基

港輕便鐵道運輸公司，他打算分別在基隆與八堵皆鋪設輕便鐵道，便利於基隆魚

貨能順速運到臺北城內。 71之後，荒井在 1912 年提出將高雄苓雅寮沿運河到三

塊厝的輕鐵變更為電車的想法，他還打算事成後將電車拓展至高雄全市。72惟以

上計畫雖都獲得官方許可卻未付諸實現，直到 1916 年荒井成為大安軌道株式會

社顧問，才真正參與了輕便鐵道企業的經營。該企業資本額 16 萬，又稱為卓蘭

輕鐵(罩蘭輕鐵)，1916 年 12 月 24 日在新竹俱樂部召開創立總會，社長邨松一造，

董事北松熊三郎、成富小十、鈴木學、黃南球、監察人遠藤祐太、陳慶麟、李維

熊、詹藩昌，顧問荒井泰治、木村匡，主要敷設卓蘭內灣間 10 公里軌道。從表

一可知，大安軌道為一日資企業，臺人持股比例為 35.75%，其中荒井雖僅列名

顧問，卻持有了最多股份之 600 股，比作為社長邨松一造之 456 股還多。 73 
木下新三郎，出生於 1863 年，東京大學肄業，佐賀縣人士，跟賀田金三郎、

荒井泰治、柵瀨軍之佐等並稱的在臺日人重要實業家，為士族後代。1895 年來

臺，1907 年入實業界，以臺灣建物株式會社起家。如後所述，木下新三郎在 1913
年跟高石忠造等人共同發起臺北輕鐵炭坑株式會社。 74 
    澤井市良，福岡縣人士，為澤井市造之子。澤井市造為大阪土木界鉅子，1895 
年，以有馬組組員的身份渡臺，1898 年，獨立設立資本額 30 萬圓的澤井組，承

包縱貫鐵道、埤圳、築港等大型土木工程。75澤井市造以土木業起家，很早便投

入輕便鐵道鋪設，包括 1907 年為了新店溪上游龜山發電所工程需要，鋪設屈尺

至南門間輕便鐵道，從而投身民營鐵道業；76並曾鋪設苗栗火車站至苗栗街輕便

                                                                                                                         
頁 623。  

69 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頁 94；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臺北：人間，1991)，頁 339-350、352。  
70 〈故荒井泰治君(評議員)〉，收入於中村元督編，《會員追悼錄》(日本工業俱樂部，1934)，頁

10-11。 
71 〈臺基間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5 月 9 日，3 版  
72 〈打狗電車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6 月 21 日，2 版。 
73 〈大安軌道株式會社第一期營業報告書〉，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藏、中研院人社聯圖微縮

資料，索引號：5R-675-T4811。  
74 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頁 524。 
75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頁 110。 
76 〈南門屈尺間の輕鐵〉《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14 日，2 版。 



 

 

日治時期在臺日資與民營鐵道業之改革  119 

 

鐵道。77澤井組跟民營鐵道業的密切關係也為其後繼者所繼承，除了如後所述之

嗣子澤井市良參與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之外，繼承人小松海藏則鋪設臺北中和

間輕便鐵道。 78 
    江里口秀一，北臺紙類文具印刷商的泰斗，西南戰爭、甲午戰爭的紙張文具

專門供用商。1895 年底渡臺，在臺北開設江里口商會，經營紙類文具批發零售。

1919 年，跟波多野岩次郎、銀屋慶之助、簡阿牛、郭廷俊等人，籌資創立日本

製材燐寸株式會社，被推為董事長。他在中和經營輕便鐵道，且如後所述，他是

1914 年臺桃蒸氣鐵道發起人之一。 79 
  附帶一提的是，在臺日資不僅投入於臺北市區電車鋪設計畫，也嘗試在島內

其他主要市鎮推動電車鋪設計畫；諸如 1916 年，川原義太郎即在臺南發起籌組

市區電車計畫，企業名稱為臺南電鐵株式會社，資本額設定為 30 萬，打算鋪設

臺南車站到安平間市區電車(軌距為 3 呎 6 吋)。惟，後來將企業規模縮小為資本

額 12 萬 5 千，並仍鋪設一般輕便鐵道，至於改變原因則無法得知。 80這位川原

義太郎，出生於 1859 年，佐賀縣人士，1897 年來臺，任臺南法院長，後辭官自

行開業，擔任律師，他同時是臺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發起人之一，可見對輕便鐵

道業頗有興趣。 81 

伍、在臺日資與專營蒸氣鐵道企業的設立 

    在臺日資不僅積極投入市區電車計畫，也在既有輕便鐵道經營基礎之上嘗試

引進機械動力，並體現於專營蒸氣鐵道企業。 
    針對戰前臺灣民營鐵道業的批判，筆者在博士論文已有所論述。在輕便鐵道

方面，主要是長期停留於人力階段，導致運送速度低、運載量小、危險性高，從

而輿論建議要引入蒸氣力與電氣力，徹底提高運輸效率與品質。在製糖鐵道方面，

主要是長期以兼營姿態存在，並總是以運輸製糖原料與產品為急務，對於一般貨

客造成了極大不便。所以，輿論建議民營蒸氣鐵道企業還是應該以專營為主，並

                                               
77 〈輕鐵讓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3 月 19 日， 3 版。 
78 大園市藏，《臺灣人物志》，頁 121。  
79 新臺灣社，《新臺灣（御大典奉祝號）》(臺北：新臺灣社，1915)，頁 29。 
80 〈臺南市と交通問題臺灣軌道の將來〉《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24 日，1 版；〈臺南

電鐵計畫 假許可を申請す〉《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6 月 4 日，1 版。 
81 上村健堂編，《臺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臺北：新高堂書店，1919)，頁 200；五十嵐榮吉編，

《大正人名辭典》，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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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跟縱貫鐵道同樣的軌距。 82 
    到了一次大戰，相關批評聲浪全面爆發開來，並凸顯出臺灣民營鐵道業已然

面臨發展瓶頸之事實。這乃因隨歐洲戰事日益激烈，正好給東亞民族工業在歐美

資本撤出之際獲得發展良機，生產量陡增、工資提高，臺灣且在 1917 年爆發知

名的滯貨事件，大量待運貨物堆置於場站倉庫，不僅延誤商機，許多農產品更因

此腐敗、損壞，充分反映出既有交通設施的不足。於是，輕便鐵道合併與專營蒸

氣鐵道企業作為解決手段也就被提出，而有臺灣軌道株式會社與臺北鐵道株式會

社兩間企業的設立。 83  
    所謂輕便鐵道合併係指由眾多中小規模輕便鐵道企業合併為一大企業，擴大

了企業經營規模。概言之，鐵道交通具規模經濟性，由於單位成本固定，因此多

會努力擴展營運範圍來降低單位成本與收益的比例；同時，原本多屬中小規模的

輕便鐵道業合併後，也有比較足夠的資金進行動力改良。 
    對於軌道合同的實現，日人產官學界可以說給予相當之期待，鐵道部技師菅

野忠五郎即視為輕便鐵道業從一次大戰爆發後所面臨各項難題中脫困的良方之

一，他提到：輕便鐵道以縱貫鐵道為軸心，如同蜘蛛網狀般分布於各地。但其發

展卻似乎遇到瓶頸，考其原因除各地輕便鐵道鋪設已漸於飽和外，一次大戰期間

以來的鐵材昂貴、運費率過低等問題更困擾著業者。即凡爾賽合約已即將簽定，

但問題仍舊沒有改善，輕便鐵道業的景氣始終無法恢復，從而有所謂「軌道合同」

的提出，也就是將各輕便鐵道業合併成為一大企業，以節省營運費用、達到規模

經營之效。如果這件事順利發展的話，輕便鐵道業的未來不應該感到悲觀。 84 
  軌道合同由誰所主導呢?即被凃照彥視為在臺崛起三大日資財閥之首的赤司

初太郎。 
    赤司初太郎，生於 1874 年，高知縣人士，1895 年以陸軍御用之有馬組工頭

身份渡臺，1898 年起於斗六開設雜貨店、旅館而發跡，自製腦事業起至礦業、

糖業、新聞事業，無不經營，事業地也自臺灣拓展至日本內地。1943 年為止，

由赤司初太郎擔任社長職者有 17 家、任董監事者有 13 家，關係事業無數。 85 
    他很早便將輕便鐵道業視為事業版圖的重要領域，在 1908 年跟古賀三千人

以 15 萬圓，將雲林公司與雲投公司兩家企業合併為雲林拓殖合名會社，並在雲

                                               
82 陳家豪，〈近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1895-1954)〉，第三章第二節、

第四章第二節。 
83 張慶隆，〈臺灣縱貫鐵道經營之研究：以「滯貨事件」為中心(1895-1924)〉，頁 133 
84 佐藤才郎，〈軌道の既往現在及將來(下)〉《臺灣鐵道》，88(1919.10)，頁 13-17。 
85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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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區鋪設輕便鐵道。後於 1911 年以臺灣產業會社社長身分，在嘉義廳西螺堡

的斗六西螺間鋪設輕便鐵道運輸企業所需材料，並兼運一般民眾之物。1912 年

以資本額 10 萬圓，跟富地近思、川原義太郎、古賀三千人、古賀林平、宮本一

學、安武昌夫等人，發起臺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他還同時擔任了新竹關西地區

之紅咸鐵道株式會社社長、苗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董事等職。 
    赤司初太郎從 1913年開始便計畫推動將臺灣輕便鐵道業合併成一大企業，86

於是，他先致力於新竹地區與部分臺南地區的整併；在 1919 年，以節省經費、

增加收益為目的，合併了新竹地區的五間輕鐵企業與原臺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

新成立資本額達 300 萬的臺灣軌道株式會社，這樣的企業規模即使擺在整個日本

帝國勢力範圍的輕便鐵道業來看，也是相當巨大的。該企業在 1919 年 8 月 16
日於臺北赤司商店召開發起人會議。 87 
    值得注意的是，赤司初太郎對於臺灣輕便鐵道機械動力化也非常關注，他推

動輕便鐵道企業合併的目的之一，即是打算透過大企業經營方面來落實此一想法，

而他的確也在臺灣軌道成立之初計畫在鳳山柟仔坑間與大目降臺南間鋪設蒸氣

輕便鐵道，惟最終沒有下文。 88此外，赤司初太郎對於專營蒸氣鐵道企業設立也

頗為積極，已如前述。 
    伴隨臺灣軌道的成立，在臺日人資本、特別是同樣廣泛投資於輕便鐵道業者

乃獲得了整合，即如表二所示，除了發起人赤司初太郎之外，主要股東有坂本素

魯哉、富地近思、片山昂、古賀三千人、柵瀨軍之佐、後宮信太郎、小鹽三治、

安土直次郎等，日資比重達到六成五。其中，除古賀三千人、富地近思之外，其

餘人物之身分背景皆於上文有所說明。 
    古賀三千人，出生於 1868 年，福岡縣人士，1896 年 2 月來臺，參與臺灣總

督府的縱貫鐵道建設。日俄戰後承攬了許多製糖廠建廠工程與圳路水道、土木橋

樑的建設，之後以此為出發點多方投資，擔任將近 20 家企業的董監事，尤以膺

任臺灣商工銀行董事長而聞名全臺。89如上所述，很早便跟赤司一起籌組雲林拓

殖、臺灣軌道、臺南輕鐵等多家輕便鐵道企業，也跟荒井泰治聯合爭取鳳山苓雅

間輕鐵鋪設的權利。1913 年則跟高石忠慥、木下新三郎、邨松一造、柵瀨軍之

                                               
86 〈輕鐵合同機運〉《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2 月 15 日，2 版。 
87 〈臺灣軌道第七期營業報告書〉，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人社聯圖微縮資料，

索引號：4R-385-K2613。(缺第 8 期與第 46 期)。 
88 〈廿四日東京發  臺灣軌道合同〉《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6 月 26 日，2 版。 
89 黃紹恆，〈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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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等發起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 901926 年創立了資本額 30 萬的新高拓殖軌道

株式會社。 91可以說，古賀三千人也將輕便鐵道業視為其主要投資版圖之一。 
    富地近思，生於 1857 年，明治初年至東京，創立「政論新報」、「東京新

報」與「中政日報」等媒體，皆因收支不平衡廢刊。甲午戰前曾由陸軍參謀本部

派往北京留學。1896 年，以陸軍通譯身份渡臺。1901 年，升任鳳山廳財務課長，

其後以臺南縣學務課長之位退休。1899 年，創立「臺南新報」。 92他於 1912 年

一同發起臺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並在同年聯合陳啟貞計畫以阿公店為起點，鋪

設輕鐵至嘉祥外里阿達庄，約 11.2 公里，主要運輸的物產為大岡山的石灰。 93 

     

                                               
90 山川岩治，《臺湾產業之現勢》(臺北：臺灣大觀社，1913)，頁 399。  
91 新高拓殖軌道株式會社，資本額 30 萬，社長古賀三千人，專務董事新見喜三，董事川崎勘次、

田傚吉、黃春色、櫻井貞次郎、永井總照，監察人前田八十松、榊原辻太郎、蔡敏庭、黃春帆。

竹本伊一郎，《臺灣株式年鑑(昭和六年版)》(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會，1932)，頁 229。 
92 上村健堂編，《臺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頁 186。 
93 〈請敷輕鐵〉《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5 月 9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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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19 年臺灣軌道株式會社股東名錄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赤司初太郎 日 臺北州 20170 川瀨信平 日 新竹州 200 曾清旺 臺 新竹州 40 

赤司大介 日 臺北州 4070 徐開祿 臺 新竹州 196 陳富蘭 臺 新竹州 40 
株式會社彰化
銀行董事頭取

吳汝祥 
臺 臺中州 4000 范洪灶 臺 新竹州 180 梁清崧 臺 新竹州 40 

黃運和 臺 新竹州 3400 黃貴源 臺 新竹州 180 吳揚炳 臺 新竹州 40 

坂本素魯哉 日 臺中州 2000 黃南珉 臺 新竹州 144 葉心榮 臺 新竹州 36 

古賀三千人 日 東京 1680 朱盛恩 臺 新竹州 144 陳阿乾 臺 新竹州 32 

川原昇 日 東京 1380 林開秀 臺 新竹州 130 德木正風 日 臺北州 30 

柵瀨軍之佐 日 臺北州 1250 翁瑞慶 臺 新竹州 120 
桑垣源二

郎 日 臺北州 30 

後宮信太郎 日 臺北州 1240 伴秋治 日 新竹州 120 大作久藏 日 臺北州 30 

富地近思 日 臺南州 1170 陳智貴 臺 臺北州 100 小林直市 日 臺北州 30 

郭廷俊 臺 臺北州 1150 劉天來 臺 新竹州 100 陸昌義 臺 新竹州 30 

小鹽三治 日 臺中州 1000 水田熊治 日 新竹州 100 魏木昌 臺 新竹州 30 

陳慶麟 臺 新竹州 840 謝瑞祥 臺 新竹州 100 王阿賢 臺 新竹州 30 

林鼎禮 臺 臺北州 766 黃阿生 臺 新竹州 90 朱錦章 臺 臺中州 30 

翁瑞春 臺 臺北州 760 羅享錦 臺 新竹州 90 朱阿梅 臺 臺中州 30 

片山昂 日 臺南州 760 謝漢榮 臺 新竹州 80 謝汝銓 臺 臺北州 25 

諏訪忠藏 日 臺北州 740 李養 臺 新竹州 70 陳阿林 臺 新竹州 24 

羅碧玉 臺 新竹州 660 吳楊麟 臺 新竹州 60 
岡本松治
郎 日 山口縣 20 

翁新純 臺 新竹州 600 池田仲藏 日 臺北州 50 豐納惠祐 日 臺北州 20 

林景仁 臺 臺北州 540 西澤浩一 日 臺北州 50 福間理市 日 臺北州 20 

翁新順 臺 新竹州 520 德田多喜丸 日 臺北州 50 
都築萬壽

枝 日 新竹州 20 

陳金安 臺 新竹州 500 歐陽江淮 臺 臺北州 50 田中貫一 日 新竹州 20 

安土直次郎 日 臺中州 500 歐陽江輝 臺 臺北州 50 
渡邊末太

郎 日 新竹州 20 

竹中德次郎 日 臺南州 480 江欽火 臺 新竹州 50 楊清 臺 臺南州 20 

池田競 日 新竹州 450 林壬龍 臺 新竹州 50 黃金鏞 臺 新竹州 16 

黃仕有 臺 新竹州 450 林應龍 臺 新竹州 50 魏清德 臺 臺北州 15 

黃樹勳 臺 新竹州 420 
林德鳳親權

者林謝真妹 臺 新竹州 50 何雲儒 臺 臺北州 10 

翁新松 臺 新竹州 410 山地尖 日 新竹州 50 松村春吉 日 臺北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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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翁瑞財 臺 新竹州 410 葉天賜 臺 新竹州 50 吳金土 臺 臺北州 10 

安武昌夫 日 臺南州 400 黃肇基 臺 新竹州 50 朱四維 臺 臺北州 10 

古賀武德 日 東京 390 鷲頭信恭 日 臺南州 50 田邊重藏 日 新竹州 10 

謝長清 臺 新竹州 340 田中傳吾 臺 臺南州 50 佐藤侶吉 日 新竹州 10 

楊仕路 臺 新竹州 340 西崎順太郎 日 臺南州 50 氏家庄松 日 臺中州 10 

徐德信 臺 新竹州 330 川上八百藏 日 臺南州 50 柳博 臺 臺中州 10 

林熊祥 臺 臺北州 300 稻垣孫兵衛 日 臺北州 40 魏允 臺 臺南州 10 

宮本一學 日 臺南州 297 吉岡定雅 日 臺北州 40 吳維莫 臺 臺南州 10 

陳耀樞 臺 新竹州 290 陳祥生 臺 新竹州 40 近藤義久 日 高雄州 10 

鐘會宏 臺 新竹州 247 歐李東岳 臺 新竹州 40 山田尚吉 日 秋田縣 10 

陳興源 臺 新竹州 215 歐李春明 臺 新竹州 40 歐冤 臺 臺南州 6 

高桓甚之助 日 東京 200 陳慶祥 臺 新竹州 40 陶趕 臺 臺南州 4 

翁郭珍珠 臺 臺北州 200 戴元妹 臺 新竹州 40 高澤清 臺 臺南州 2 

 蔡文通 臺 臺南州 1 

資料來源：〈臺灣軌道株式會社第二期營業報告書〉，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藏、中

研院人社聯圖微縮資料，索引號：4R-385-K2613。(缺第八期與第四十六期) 

 
    在專營鐵道方面，由於近代日本鐵道交通發展過程民營鐵道乃扮演關鍵角色，

戰前臺灣也有幾波專營蒸氣鐵道企業設立風潮出現。 
   最早為 1913 年，即「彰南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彰南鐵道)，在彰化南投

間鋪設蒸氣鐵道，資本額定為 50 萬圓， 94社長由吳汝祥出任、專務董事為芝原

太次郞，董事有楊吉臣、李崇禮、李春盛、吳沛霖、坂本素魯哉，監察人有施學

賢、吳茂樹、李炳炮、甘德中、金子繁三郎等，另牧山熊次郎、谷井千次郎為發

起人之一。95透過表三可知，該企業為在臺日資與臺人地主資產階層合作之產物，

同時不論臺日人皆有豐富交通企業經營經驗，可以說是在既有「人力」為動力之

輕便鐵道營運基礎之上，往機械動力領域邁進。 
    彰南鐵道主要經營者為專務董事芝原太次郞，他原本為南投廳土木係長，但

彰南鐵道卻從開工之初，即出現資金缺口，債務達到 3 萬圓，因此在年底召開臨

                                               
94 〈彰南鐵道股株〉《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5 月 20 日，5 版。 
95 〈彰南鐵道股株〉《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5 月 20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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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股東大會，決定辭掉薪資較高的日人工程人員，全用臺人。961915 年 3 月，原

有資金已經投入了六、七成，經營卻毫無起色，企業內部臺日人矛盾逐漸浮現。

因為全部由臺人出任的監察人對於專務董事芝原太次郞的經營能力感到懷疑，並

對其帳目始終不清感到不滿，乃請臺中廳長另薦適合人選。97到了 1916 年年中，

彰南鐵道的股東們便不願再虧損下去而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提出解散的想法。很

快的，彰南就作成決議，以 11 萬 6 千圓賣給帝國製糖，僅經營兩年即倒閉。 98 
    彰南鐵道之個案乃說明，臺人資本並沒有在這波民營鐵道改革風潮缺席，不

過他們比較以出資者的身分出現，這自然跟該產業為其所曾未接觸、市區電車與

蒸氣鐵道之經營又須具備相當程度的科學知識有關。 

 
表三  彰南鐵道投資者一欄 
姓名 出生

年 
地區 身分背景說明 曾參與的交通

企業 
吳沛霖 1891 南投 吳廷儀長男，保正、1915 年授佩紳章，曾任南投郡興

農倡和會總代、南投廳農會名譽會員、彰南鐵道株式

會社董事、南投輕鐵公司理事、南投輕鐵株式會社董

事、湳仔信用組合理事、名間庄協議會員、郡教育會

評議員、曉聲會顧問、財團法人永濟義團監事、庄助

役、庄長。 

彰南鐵道會

社、南投輕鐵

株式會社 

坂本素

魯哉 
1864 高知

縣 
高知縣人士，畢業於明治大學，先任小學校教員，後

入日本銀行任職，並轉到臺灣銀行服務，且以臺銀作

為基礎逐步掌握彰化銀行的經營權。他還擔任過臺灣

製蔴株式會社監察人、臺灣產業株式會社監察人、臺

灣煉瓦株式會社監察人、打狗土地株式會社監察人、

累積資產達四百萬日圓，被稱為「臺中日人企業界霸

主，壟斷彰銀而成為日治時期日人赤手空拳來臺發跡

的典型人物之一」。 

臺中輕鐵株式

會社、牛罵頭

輕便鐵道株式

會社、彰南鐵

道會社 

李崇禮 1874 彰化 畢業後陸續在臺南地方法通譯院、北斗辨務署、臺中

地方法院、彰化廳任職，1905 入北斗製糖公司、北斗

製糖公司支配人與董事，1911 年當選株式會社彰化銀

行監察役、授佩紳章。歷任臺中州協議會員、彰化同

志信用組合長、春記商行主(藥種、度量衡器)、彰化

信用組合長、從七位、總督府評議會員、彰化神社總

代、彰南鐵道株式會社董事、臺中州民間代表、彰化

煙草酒類小賣人組合長，1930 年任彰化街長、彰化衛

生組合理事。 

彰南鐵道會社 

                                               
96 〈彰南鐵道事業不振〉《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12 月 23 日， 2 版。  
97 〈彰南專務排斥〉《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3 月 24 日， 6 版。  
98 〈彰南鐵道賣成〉《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6 月 14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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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 
地區 身分背景說明 曾參與的交通

企業 
芝原太

次郎 
1869 德島

市 
煙草賣捌人、德島縣屬，1897 年來臺，任臺中縣廳雇

員、臺中縣土木技手，後轉任南投、總督府總務課勤

務與土木係長，1913 年辭職。1915 年任彰南鐵道專務

董事、技師、能髙郡埔里街信用利用販賣組合理事與

監事、埔里街協議會員、埔里街內地人組合長、商工

會長、埔里實業協會會長、土木建築請負業、度量衡

器販賣業、社会教化教員、東亞共榮協會能髙支部理

事。 

彰南鐵道會社 

施學賢 1868 鹿港 17 歲經營南投「振泰號」(采帛業)，協助平定施九緞

事件、獲授五品補用同知，開設「新振泰號」(岳父支

持，樟腦油、米穀雜糧製造運銷、煙酒專賣)。1915
年授佩紳章。歷任南投街鹽務支館業務負責人、中央

製糖株式會社監察人、南投街煙草仲賣捌人、彰南鐵

道會社監察人、明治製糖會社原料事務顧問、南投輕

便公司監察人、南投信用組合理事、南投街衞生委員、

南投街衞生組合長、南投廳地方稅調查委員、南投廳

農會評議員。曾因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被殖民政府取

消各項專賣權。 

彰南鐵道會社 

楊吉臣 1852 彰化 1896 年 11 月因協助治臺，敘勳六等、授瑞寶章，歷

任保良局長、參事、區長，1897 年授紳章，資產約 4
萬圓(經營鹽務支館、阿片煙膏取次、勞力請負業、輕

便鐵道貨物運送業)，彰化區街長、彰化銀行董事、衛

生組合理事長、臺灣中部運輸會社長。 

臺灣中部運輸

公司、彰南鐵

道會社 

谷井千

次郎 
1873  藥學出身、畢業後於日本內地製糖業任職，1911 年以

中央製糖株式會社董事兼技師長身分來臺。歷任大正

製菓株式會社董事、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董事、東京製

糖株式會社、日本精糖株式會社工業部長、福岡縣大

里製糖會社廠長。 

彰南鐵道會社 

金子繁

三郎 
1865 富山

市 
1896 年來臺，在彰化街經營雜貨商、藥種商，後在南

投開分店「南投商會」(經營和洋雜貨、日用雜貨)。
歷任南投街協議會員、南投酒煙草小賣人組合長。 

彰南鐵道會社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人物誌」資料庫整理。 

 
就在彰南鐵道開業之際，北部也有專營鐵道企業的計畫提出。臺北日人福川

紋吉提案，由江里口秀一、林鶴壽、奈須義廣等臺日人，計畫鋪設板橋經三峽到

大溪間蒸汽鐵道，預計投入資本額百萬圓，里程 27 公里餘，敷設 25 磅軌條，10
噸重機關車，專供一般客貨之用，「三角湧一帶賧田(即煤炭坑)，可以開發，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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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交通不便村落，可以發達且於角板山方面蕃界事業尤有裨益云。」 99  
    1918 年 2 月，臺中廳內各輕便鐵道企業，商議要合併為一大企業，擴大經

營規模來改鋪設一般蒸氣鐵道，預計資本額為 60 萬元。 100到了 5 月，確定由葫

蘆墩、牛罵頭、員林等三間輕便鐵道企業合併為「臺中輕鐵株式會社」，預計資

本額為 1 百萬元，並以 40 萬圓買收這三間企業的所有資產。101最後該企業在 1918
年 6 月 18 日成立，資本額為 122.5 萬圓，實收資本額 98 萬圓，並在豐原土牛間

的鋪設軌距二呎六吋的蒸氣鐵道。 102 
    臺中輕鐵在戰前臺灣交通史中具備特殊地位，該企業一方面也是「軌道合同」

的產物，同時跟後文即將述及之臺北鐵道一樣，皆為輕便鐵道轉型為蒸氣鐵道之

成功個案。更為重要的是，該企業以臺人資本為主體，臺資比例達到 60.81％(見
表一)，這再次彰顯出臺人資本在這波民營鐵道改革風潮並未缺席，乃至臺人資

本藉由民營鐵道之經營而對機械動力有所嘗試之事實。不過，還是必須指出該企

業主要經營者跟彰南輕鐵一樣，為臺中州廳退職官吏，即川治木藤之助，出生於

1880 年，鹿兒島縣人士，1906 年入臺中廳歷任各公職，退職後便入臺中輕鐵任

總經理。 103 
    臺人資本對於蒸氣鐵道興趣還包括基隆顏家經營的臺北煤礦株式會社所鋪

設的平溪線。儘管現在我們都知道平溪線的里程僅三貂嶺到菁桐坑 12.9 公里而

已，最初只用來運輸煤礦，其本質如同製糖鐵道一般。不過，這並非基隆顏家原

本的構想，該線原計畫從縱貫鐵道宜蘭線三貂嶺站分出，一路經過深坑、景美到

萬華，也就是打算貫通臺北近郊到市中心，三貂嶺到菁桐坑不過是第一期工程。

當其在 1921 年完工後，顏國年便屢次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建設補助申請，以如期

完成貫穿臺北近郊跟市區的計畫，不過都被官方所拒絕。而有關基隆顏家之構想，

可在 1929 年官方將該線收購國有時官方提出之理由得到充分說明，官方提到：

地方居於一直希望該線能改為一般營業線，過去從臺北到宜蘭都必須從坪林走到

礁溪，或從基隆搭船，但平溪線如果能完成三貂嶺到萬華工程，將大幅縮短接近

50 公里的里程，基隆、宜蘭與臺北間將因人貨流通效率的提升而完成區域市場

                                               
99 〈計畫私設鐵道 (板橋大溪間)〉《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9 月 4 日，6 版。 
100 〈中部輕鐵合同〉《臺灣日日新報》， 1918 年 2 月 5 日，5 版。 
101 〈輕鐵合同計畫 資本百萬圓〉《臺灣日日新報》， 1918 年 5 月 10 日，2 版。 
102 〈臺湾私設鉄道補助法改正法律案附属説明参考書〉《昭和財政史資料》，國立公文書館藏，

亞細亞資料中心下載，1934 年 2 月。 
103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再版)，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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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104 
   1922年，在臺日資又分別在桃園與新竹地區發起專營蒸氣鐵道企業之計畫。

首先，以赤司初太郎作為發起人，再次打算沿大漢溪河谷鋪設蒸氣鐵道，區間為

大溪到板橋 20 公里。赤司這次計畫似乎更為具體，他規劃成立一間資本額達三

百萬的「板溪鐵道株式會社」，沿線設 11 站，工程預算達 130 萬，其中 100 萬

為借款。赤司擔心資金不足，還打算聯合三井與鈴木等財閥資本。該計畫同樣沒

有下文，值得注意的是，該區域本來就屬兩間桃園輕鐵與海山輕鐵兩間臺人企業

的營運範圍，所以赤司亦曾考慮以軌道合同方式合併上述兩企業，當地臺人也頗

為歡迎這個構想。 105此外，渡邊發藏、北村熊三郎等人，在 1922 年計畫鋪設新

竹竹東間蒸氣鐵道，並已取得官方補助金為主要資金來源。 106 
    渡邊發藏，出生於 1872 年，山口縣人士，1895 年來臺擔任野戰郵便局通信

屬，後歷任總督府通信局、臺南與臺中通信局、鳳山廳與宜蘭廳庶務課長、總督

府地方課長、新竹廳事務官等，1918 年退職進入實業界。 107北村熊三郎，1875
年生，岡山市人士，福岡中學校畢業，曾任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長、臺灣製帽株式

會社總經理、臺灣殖產株式會社專務董事、新竹電燈株式會社專務董事、臺中高

砂製糖株式會社常務董事。108其中，渡邊發藏與前述之芝原太次郞、川治木藤之

助均屬於退職官吏。而退職官吏為在臺日資參與民營鐵道業過程須予以特別注意。

這些退官且集中於警察、縣廳長與交通部門技術人員等職務。這是因為前已述及

民營鐵道業屬於地方交通工具，為地方官廳的特許，特別是路線鋪設與營運等各

項業務，還相當比例跟警務部門有關。109因此，這些縣廳長、警務人員透過職務

之便介入民營鐵道業也就不難想像，民營鐵道業也可藉助這些地方官廳與警察退

官人員跟州廳的關係來獲取各項便利。至於交通部門技術人員退官，則是明治期

以降日本本國鐵道資本跟鐵道官僚密切關係在殖民地之延續。中西健一有關日本

私設鐵道的研究成果即指出，戰前日本鐵道資本與鐵道官僚之間長期形成緊密的

關係，兩者雖然一方面是對立關係，但是退職鐵道官僚卻變成私鐵經營者而建構

                                               
104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

限公司，2004)，頁 49-50。  
105 〈鐵道敷設計畫 板溪鐵道株式會社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9 日，2 版；〈大溪

板橋間 鐵道敷設問題 近く具體化せん〉《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2 月 23 日，2 版。 
106 〈鐵道敷設計畫新竹竹東間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7 月 24 日，2 版。 
107 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36)，頁 353。  
108 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頁 166。 
109 筆者之前曾大量運用目前藏於桃園客運內部之戰前營業檔案撰寫碩士論文，在這些營業檔案之

中，即可看到州廳保安課跟業者往來的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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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傳統的人際關係，將鐵道資本反映在陸運行政上。 110(見表四) 

 
表四 參與民營鐵道業之退官一欄 
一、地方官廳退職人員 
野副茂人 來臺前先當警察，1894 年投入炭礦經營損失不少，1899 年來臺繼續任警

察，1907 年被推薦為林圯埔輕便鐵道會社總經理，後持續往實業界發展，

並且負責兩間企業軌道部的營運。 
秋山善一 渡臺後先在官廳任職，後專營運送業，並創立製糖會社。他跟櫻井虎太郎

(專賣局書記)，除經營銅鑼灣輕鐵，另計畫以兩萬圓到打狗市街鋪設輕便

鐵道；秋山且收購了原由蔡義芳所經營的後龍地區輕便鐵道。  
木村丁吉 1901 年渡臺擔任警察，退官後獨立經營牛乳擠取業，並主要參與臺灣輕

鐵。 
永井德照 1896 年來臺任警察，後到臺中州廳任職，1906 年退官入實業界，最主要

者為參與 1920 年創立的日東鑛業，原社長為持木壯造，後改為吉鹿善次

郎，1935 年永井出任社長。他所參與的民營鐵道業為臺北鐵道株式會社。 
成田房隆 1900 年來臺入臺中監獄任看守長，後轉入專賣局工作，1910 年任林圯埔

製腦會社總經理，隔年入鹽水港製糖，1918 年入基隆輕鐵會社任總經理。 
田中一郎 1919 年來臺出任警察，1922 年離職投入香蕉栽培，主要事業為青果業，

並任大坑軌道営業代表人。 
西村圭三 1898 年來臺入總督府與各地方官廳任職，1911 年辭職任苗栗輕鐵總經

理，1914 年辭職取得煙草專賣權。 
岩下實業 1898 年渡臺任警察，後任各支廳長，1922 年退官改任東勢庄長，1929 年

任豐原街長，重視地方交通建設，入臺中輕鐵。  
雨 谷 安 之

亟 
1912 年畢業後進入軍隊，後入教育界，1917 年入明治製糖任各要職，並

參與南投輕鐵。 
榊 原 辻 太

郎 
加入臺灣守備混成隊來臺，投入農林業，參與新高拓殖軌道會社。  

齋 藤 善 次

郎 
1895 年渡臺任臺灣總督府通信書記補與臺南郵便局勤務，1920 年轉到岡

山地區發展，歷任地方行政與公共團體要職，1920 年且任大岡山石材軌

道株式會社社長 
柏蕃彌 1896 年入總督府民政局，後歷任臺灣總督府巡查看守敎習所書記、臺中

縣警部、臺中縣警務課長、新竹廳事務官等職。1910 年退官，入板橋林

家所屬企業任職，投入實業界，參與紅新鐵道合資會社。  
二、官方交通部門退職人員 
江原節郎 1906 年來臺任鐵道部技手，後入澤井組任職，並繼承船越倉吉的事業，

為糖業界以外的重要日人資產家，太田組主。由於曾經進入澤井組成為臺

北鐵道株式會社董事。 
八谷精一 1910 年來臺任鐵道部書記，長年在該部門任職，曾任臺北鐵道株式會社

董事兼總經理，實際掌握該企業的運作。 
小西國平 1887 年進入陸軍，1910 年離開軍隊任總督府土木局書記，後陸續轉職到

                                               
110 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鉄道史研究：都市交通の発展とその構造》，頁 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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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鐵道部事務補，1924 年離開鐵道部旋即入嘉義輕鐵任董事。 
新見喜三 來臺前即在鐵道局任職，1895 年渡臺協助縱貫鐵路的測量，後回國任職

鐵道企業技師，1897 年再次來臺入鐵道部，1906 年協助藤田組測量阿里

山鐵道，後入各製糖企業任職。1913 年在臺中承包土木工程，後任各企

業要職。新見創立新高拓殖軌道株式會社。 
鬼丸尚文 1932 年從鐵道部離職，轉任臺北鐵道株式會社董事兼總經理。  

資料來源：同表二。 

 
大體上，戰前臺灣專營蒸汽鐵道企業之設立，相較於市區電車而言取得較為

顯著的成果，諸如彰南鐵道、臺中輕鐵不僅順利組成，也展開運作。不過，最值

得注意者為臺北鐵道株式會社。該企業乃是由輕便鐵道企業轉型而言，前身為前

述之資本額 30 萬圓的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而臺北輕鐵炭礦發起人則為在臺

日資之高石忠慥、古賀三千人、木下新三郎、邨松一造、柵瀨軍之佐等人，他們

以 4 萬圓向澤井組買收其原本所經營的臺北東門到新店街軌道。另以 22,400 圓

敷設景美到深坑間 10 公里路線、7,280 圓敷設古亭至六張黎路線、4,887 圓鋪設

古亭到八甲庄路線。 111 
    其中，古賀三千人、柵瀨軍之佐與木下新三郎投資輕便鐵道業之情形已如前

述。高石忠慥，出生於 1849 年，東京人士，土木界巨商高石組的創立人，來臺

前就投入建築業。1895 年以大倉組臺灣辦事處主任身分來臺，1900 年獨立經營，

承包的工程包括縱貫鐵道建設在內非常多項，也投資其他企業。 112 
    1919 年，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決議改組為資本額 1 百萬的臺北鐵道，該

企業在〈設立意見書〉如此陳述其設立背景與目的： 

 
    為了期望在本島作為官設鐵道補助機關的軌道有所改善，這不只

是當局的獎勵而已，社會大眾也如此企盼，特別該鐵道又是作為島內

最主要都市的內部交通手段。的確，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所擁有的

新店軌道是以臺北作為中心，景尾(今景美)、新店方面的乘客與貨物而

逐年成長。地方產業方面，大臺北建設近來有倍增之勢，因此臺北輕

鐵炭礦株式會社所屬軌道在此必須作為奮發改善的先驅。 
    說起來，新店為臺北廳下重要的市街，其後方一帶有六個地方約

一里餘的山地蕃界，近來正以積極開發的氣勢著眼於山林原野的產物

                                               
111 山川岩治，《臺湾產業之現勢》，頁 399。  
112 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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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礦物，而增加了搬運量。再加上這裡也是山明水秀蘊藏著絕佳風光，

宛如探索內地的名勝似的，如此生產豐富而且擁有秀逸山水的新店在

不久的將來，會跟大臺北建設一起從新店自身開發為起點，依循大臺

北的腳步，而大大的發展，這是必然的社會現象。最終，可以看到其

會跟大臺北一起達到繁榮；它握有山地一帶資源集散的(地理)位置，另

外其山水吸引著都市人而成為其別墅地、遊覽地，這應可跟其交通機

關的完成相結合。 
  如同時代的進行，為使建設大臺北，新店地方一帶邁向加倍開發

的時機，在此之際，我們決定改良其交通機關，在艋舺新店間敷設跟

官有鐵道一樣的鐵道，這個交通系統開啟後對臺北市民有相當之方便，

同時新店、景美的發展方面當然是深坑地區的石炭、茶等得到全面性

運輸之便，應可跟其盛產期相結合。113 

 
    透過臺北鐵道設立意見書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企業仍是臺北輕鐵炭礦原有

經營者為了回應社會大眾期待而自詡為人力輕便鐵道業「奮發改善的先驅」。作

為殖民地現地鐵道官僚之羽生國彥，在 1937 年時便如此陳述了臺北鐵道在臺灣

交通市場的特殊地位，他提到： 

 
現在私設鐵道營業線，大部分是製糖會社為了原料與製品輸送所鋪設

的專用線變更而成，係製糖業兼營者，純營業線僅臺北鐵道株式會社

(1922 年成立)經營的新店、萬華間及臺中輕鐵株式會社(1924 年成立)
經營的豐原土牛間兩條鐵道而已。而且，跟官設鐵道(即縱貫鐵道及其

支線)同樣軌距的只有臺北鐵道，其他都是 2 呎 6 吋，運輸設施極不完

全……114 

 
筆者在前言曾指出，就學理而言軌距在 2 呎 6 吋以下者，皆已進入輕便鐵

道範疇，而不能以一般鐵道視之，因此即便臺中輕鐵乃至彰南鐵道皆作為專營蒸

氣鐵道而存在，卻都未進入一般鐵道的領域。相對來說，臺北鐵道不僅採用 3

                                               
113 〈艋新鐵道内容〉《臺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7 月 30 日，2 版。 
114 這雖然只是羽生國彥對於 1932 年當下私設鐵道經營發展的看法，但他對其他年度所做的評論

也不脫這個觀察。參見羽生國彥，《臺灣の交通を語る》(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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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 6 吋軌距而符合一般鐵道應有之規格，尚須注意者為，該企業設立意見書還明

白指出其乃作為都市交通手段而存在。 
    要言之，當時世界上各主要先進國家，鐵道交通都成為都市交通非常重要的

手段，而且是以上文所述之市區電車為主要型態。即以日本本國而言，市區電車

興起即日本五大都市的都市化有關，作為確保工業勞動人口往返住居與工廠、作

業場所之用途。115從這個角度來說，在臺北市區電車計畫始終無法實現的前提之

下，臺北鐵道作為當時唯一之都市鐵道，可說頗具意義。 
    臺北鐵道日資比重同樣超過六成五，並以在臺日資為主體，包括古賀三千人

任社長、常務董事澤井市良、董事永井德照、柵瀨軍之佐、片山昂、中辻喜次郎、

松本志郎，監察人曾根茂夫、顧問荒井泰治。此外，富地近思、邨松一造雖未進

入董事會，但仍持有相當股份而以大股東之姿存在，從而再次讓我們看到了在臺

日資的確頗為積極投入民營鐵道業改革之一面。(見表五) 

                                               
115 中西健一，《日本私有鉄道史研究：都市交通の発展とその構造》，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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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921 年臺北鐵道股東名錄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古賀三千人 日 臺南州 3115 三宅あさ 日 臺北州 10
0 
齋藤竜太

郎 日 臺北州 20 

澤井市良 日 臺北州 1630 高陳滿 臺 臺北州 85 
真海繁次

郎 日 臺北州 15 

松本志良 日 臺北州 1095 金子治太郎 日 臺北州 80 陳維鎧 臺 臺北州 15 

永井德照 日 臺北州 1000 劉金池 臺 臺南州 80 陳光輝 臺 臺北州 15 

柵瀨軍之佐 日 臺北州 700 吉鹿德次郎 日 新竹州 75 
津留崎喜

三郎 日 臺北州 15 

片山昂 日 臺南州 695 劉陳庇 臺 臺北州 55 顏和尚 臺 臺北州 15 

林木川 臺 臺北州 505 小林克己 日 臺北州 50 彬村庄一 日 臺北州 15 

氏家三喜 日 臺北州 475 相澤時進 日 臺北州 50 陳水生 臺 臺北州 10 
株式會社盛進

商行中辻喜次

郎 
日 臺北州 450 葉坂豐太郎 日 臺北州 50 林進右 臺 臺北州 10 

余克讓 臺 臺北州 360 劉明丁 臺 臺南州 50 林南 臺 臺北州 10 

黃海流 臺 臺南州 350 間宮京四郎 日 臺南州 50 三隅貢 日 熊本 10 

鈴木秀吉 日 臺北州 337 田中戴吉 日 臺北州 50 
大谷清三

郎 日 臺北州 10 

松村正俊 日 臺北州 300 柳相之祐 日 臺北州 50 
浦田永太

郎 日 臺北州 10 

顏國年 臺 臺北州 200 中西金兵衛 日 臺北州 50 劉永成 臺 臺北州 10 

吳昌才 臺 臺北州 280 今井幸作 日 臺北州 50 劉時壅 臺 臺北州 10 

富地近思 日 臺南州 280 
小笠原幣十

郎 日 臺北州 50 劉秉乾 臺 臺北州 10 

秋光一郎 日 臺南州 280 篠崎フク 日 新竹州 50 林佛國 臺 臺北州 10 

梶間良太郎 日 臺北州 250 飯田榮 日 東京 45 劉宗鏻 臺 臺北州 10 

森山久作 日 臺北州 250 郭好 臺 臺北州 45 王清圳 臺 臺北州 10 

松木梅子 日 臺北州 250 劉軟綱 臺 臺北州 45 林定 臺 臺北州 10 

松本真輔 日 佐賀 230 伊藤定治 日 臺北州 45 林寶 臺 臺北州 10 

邨松一造 日 臺北州 200 黃坤生 臺 臺北州 40 高淵清 臺 臺北州 10 
荒井合名會社

代表社員荒井

泰治 
日 東京 200 陳清波 臺 臺北州 35 高萬典 臺 臺北州 10 

曾根茂夫 日 臺北州 200 山本亭藏 日 臺北州 30 陳水火 臺 臺北州 10 

野間章三 日 臺北州 200 范亞丕 臺 臺北州 30 高沛虫甘 日 臺北州 10 

谷村薰 日 臺北州 200 黃金生 臺 臺北州 30 錦織虎吉 日 臺北州 10 

歐陽光輝 臺 臺北州 200 歐陽朝煌 臺 臺北州 30 葉高昌 臺 臺北州 10 



 
 
134  臺灣學研究‧第十六期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姓名 臺日

人 地區 股
數 

松村正太郎 日 臺北州 190 劉陳樓 臺 臺北州 30 黃哲馨 臺 臺北州 10 

林烈堂 臺 臺中州 180 西林克胤 日 臺北州 30 黃芸香 臺 臺北州 10 

永淵清介 日 臺州中 160 吳金土 臺 臺北州 30 翁怡賢 臺 臺北州 10 

林朝杰 臺 臺中州 150 赤尾フユ 日 臺北州 30 翁怡元 臺 臺北州 10 

古川清通 日 臺北州 150 林希仲 臺 臺北州 30 陳儋琴 臺 臺北州 10 

林金獅 臺 臺北州 150 船越タケ 日 臺北州 30 
石黑平八

郎 日 臺北州 10 

施炳訓 臺 臺北州 130 松井豬兵衛 日 臺北州 25 蔡李却 臺 新竹州 10 

陳其春 臺 臺北州 115 平尾伊三郎 日 臺北州 25 林成宗 臺 臺中州 10 

中辻喜次郎 日 臺北州 100 大關テツ 日 門司 25 林澄堂 臺 臺中州 10 

蔡彬准 臺 臺北州 100 松井信居 日 臺北州 25 杜阿招 日 臺北州 10 

黃則水 臺 臺北州 100 坂卷公平 日 愛知 25 
岡本半治

郎 日 臺北州 10 

篠崎長太郎 日 臺北州 100 坂卷公一 日 愛知 25 林黃鐘 臺 臺北州 10 

柏蕃彌 日 臺北州 100 中村方藏 日 臺北州 23 魏清德 臺 臺北州 10 

柵瀨和太理 日 臺北州 100 都築萬壽枝 日 新竹州 20 林扁龜 日 臺北州 10 

游烈鐘 臺 臺北州 100 許崑玉 臺 臺北州 20 陳義塗 臺 臺北州 10 

西村武士郎 日 臺北州 100 
佐久間富士

太郎 日 臺北州 20 
曾根藤九

郎 日 臺北州 10 

林開碧 臺 臺北州 100 正木喜三郎 日 臺中州 20 鄭豬母 臺 臺北州 9 

許詩烈 臺 臺北州 100 歐陽彰琪 臺 臺北州 20 陳王梅 臺 臺北州 6 

陳志松 臺 臺北州 100 西林玉代 日 臺北州 20 陳平利 臺 臺北州 5 

井手源次郎 日 臺北州 100 丁赤 臺 臺北州 20 
三谷富五

郎 日 臺北州 5 

連金房 臺 臺北州 100 宮崎嘉太士 日 臺北州 20 陳翠瓊 臺 臺北州 5 

鈴木礎夫 日 臺北州 100 劉明義 臺 臺南州 20 劉新傳 臺 臺北州 5 

橫田義一 日 臺北州 100 町野憲司 日 臺北州 20 許能才 臺 臺北州 5 

阿部道衡 日 臺北州 100 吳媽扶 臺 臺北州 20 周晉源 臺 臺北州 5 

小林惣次郎 日 臺北州 100 吳逢寅 臺 臺北州 20 王式泉 臺 臺北州 5 

資料來源：〈臺北鐵道株式會社第六期營業報告書〉，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圖書館藏、中

研院人社聯圖微縮資料，索引號：5R-385-K2613。(缺第三十五期與第四十

七至第四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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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殖民母國經驗、在臺日資與臺灣民營鐵道改革 

  根據涂照彥、波形昭一與黃紹恆等人的研究可知，戰前在臺日資代表性人物

有：赤司初太郎、後宮信太郎、荒井泰治、中辻喜次郎、坂本素魯哉、澤井市造、

木村久太郎、古賀三千人、柵瀨軍之佐、小松楠彌、賀田金三郎、松本真輔、近

江時五郎、木村泰治、小松吉久、持木壯造、木下新三郎、金子圭介等人。 116透

過以上各節討論可知， 這些被界定為「在臺日資代表性人物」者，乃廣泛投入

於臺灣民營鐵道；同時，他們並非只是將之視為「一般性事業」而加以投資，乃

係立基於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嘗試將機械動力導入人力輕便鐵道，或者在以兼

業為性質之製糖鐵道之外，設立專營蒸氣鐵道企業，否則如荒井泰治、木村久太

郎、古賀三千人、賀田金三郎、柵瀨軍之佐、澤井市良等人，不會同時在 1910
年代前後多次提出市區電車鋪設計畫，又在一次大戰期間推動「軌道合同」與專

營蒸氣鐵道企業之籌組，乃至於後宮信太郎、中辻喜次郎、邨松一造等人，雖只

見其投資專營蒸氣鐵道企業以及參與軌道合同，但後文所述他們對臺北市區電車

計畫也表達相當之關心。尤有甚者，諸如江里口秀一這位資產規模暨政經影響力

無法跟「在臺日資代表性人物」相比者，也先後投資了臺北市區電車計畫與臺桃

蒸氣鐵道。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博士論文同樣指出，臺灣民營鐵道業作為特許產業，

乃提供給經營者頗大利潤，配息率平均在一成以上。然若要引進機械動力、乃至

直接轉為專營蒸氣鐵道，不僅可能必須犧牲原本可享有的龐大利潤，還需投入龐

大短期內無法回收的固定資本。進而言之，一般人力輕便鐵道主要成本為軌條費

用與人事費用(主要支付給推臺車的後押人夫)，同時如前所述，軌條還是官方無

償提供。但若要引進機械力，就還必須購買蒸氣機關車，並更換磅數更重、軌距

更高以及價格更為昂貴的軌條。所以，專營蒸氣輕便鐵道乃至蒸氣鐵道企業，不

僅無法在短期內回收固定成本，利潤率也無法跟人力輕便鐵道相比。 117 
  除此之外，表六進一步顯示，在 1934 年臺北鐵道與臺中輕鐵兩間專營蒸氣

鐵道企業每日每公里支出為所有民營鐵道企業之冠，大體為兼營的二至三倍；特

別是以臺北鐵道而言，因採用跟國有鐵道同樣之 3 呎 6 吋的軌距，所需的設備、

                                               
116 究竟誰是戰前在臺日資代表性人物，涂照彥、波形昭一與黃紹恆等三位學者所羅列的對象不見

得一致，這份名單乃是將他們所論及之人物加以整合的結果。 
117 相關討論參見：陳家豪，〈近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1895-1954)〉，

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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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線等花費自然較高。由於支出較高損益方面專營者也都敬陪末座，反而如帝國

製糖與鹽水港製糖等，還有超過兩位數的亮眼表現。專兼營營運績效上的差異，

更為明顯的展示在益金對建設費的百分比上，兼營表現最差的新興製糖，都還有

6%，但臺中輕鐵只有 1%。 
  尤有甚者，專兼營的經營情況並不是 1934 年才呈現這樣的結果，從表七可

知，在 1924 至 1941 年間，臺灣民營鐵道業基本上都是呈現賺錢的情形，即便在

經濟大恐慌期間也只是利潤大幅下滑而不至於虧損。相較而言，臺中輕鐵雖尚可

維持微薄利潤，臺北鐵道則幾乎陷入長年虧損；在 1934 年以前，只有 1925 年與

1933 年兩個年度有盈餘，而且在金額上還少於臺中輕鐵。1934 年以後雖然虧損

情形便少，但是在盈餘上同樣跟臺中輕鐵維持頗大差距。 

 
表六 1934 年臺灣專兼營蒸氣鐵道企業營收一欄 

企業別 

里程

/公

里 

營收/圓 

建設費 

益金

對建

設費

/% 

全年 一日一公里 

收入 支出 損益 收入 支出 損益 

臺灣製糖 66.4 307,430 195,737 111,692 12.61 8.03 4.58 656,796 17 

明治製糖 94.4 433,396 261,899 171,496 12.61 7.60 5.01 2,075,428 8 

大日本製糖 167.0 423,367 360,258 63,108 6.99 5.95 1.04 2,645,108 2 

鹽水港製糖 50.7 318,285 119,542 198,743 17.20 6.46 10.74 698,813 28 

新高製糖 53.1 241,642 124,416 117,225 11.33 5.83 5.5 586,571 19 

帝國製糖 30.0 223,092 92,864 130,228 20.37 8.46 11.91 675,813 19 

新興製糖 18.5 46,172 33,219 12,952 6.84 4.92 1.92 222,352 6 

臺北鐵道 10.4 62,662 63,332 -669 16.04 16.64 -0.60 824,807 0 

臺中鐵道 13.1 65,784 38,946 6,837 13.76 12.33 1.43 509,094 1 

計 503.8 2,121,823 1310,217 811,615 11.55 7.13 4.42 8,894,827 9 

資料來源：1.支社編輯部，〈時代の伸展に則する私設鐵道主務者懇談會〉《交通時代》，

7：7(1936.7)，頁 49。 

          2.小林長彥，〈臺灣に於ける私設鐵道及陸運の概況〉《交通時代》，7：1(1936.1)，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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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924 至 1941 年臺灣私設鐵道專兼營損益比較   
年度 全體 臺北鐵道 臺中輕鐵 年度 全體 臺北鐵道 臺中輕鐵 

1924 1,153,195.0  -15,575.3  3,721.7  1933 753,804.9  1,216.2  6,241.3  

1925 1,492,949.0  4,271.4  5,002.7  1934 811,615.9  -669.1  6,337.4  

1926 1,478,733.0  -1,021.0  141,431.5  1935 1,121,404.0  1,282.1  11,168.5  

1927 1,551,737.0  -414.0  9,497.4  1936 894,216.4  1,002.2  8,591.2  

1928 1,654,227.0  -2,327.5  8,315.8  1937 837,912.8  -3,312.6  7,945.8  

1929 1,373,645.0  -1,184.2  9,482.0  1938 1,046,826.0  4,980.0  5,167.2  

1930 1,248,415.0  -8,677.6  11,158.5  1939 868,466.4  37.3  2,997.0  

1931 680,518.0  -7,305.4  11,869.8  1941 1,053,408.0  666.0  10,660.0  

1932 962,137.8  -3,280.3  3,046.5   

資料來源：根據各年度鐵道部年報製作。 

 
  專營蒸氣鐵道企業普遍營運績效不佳的情形，自然降低了企業家的投資意願。

早在彰南鐵道解散之初，曾任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技師之菅野忠五郎就注意：它讓

後來的企業家深深引以為戒，不敢經營供一般大眾運輸之用的私設鐵道，一般社

會亦滿足於由製糖鐵道兼營之情況。 118 
  於此，並非意味戰前臺灣全然不具備專營蒸氣鐵道存在的空間，這還牽涉專

營蒸氣鐵道企業經營方針、殖民政府民營鐵道補助政策等問題，並須擺在「殖民

地鐵道論」的脈絡之下予以深入檢討；惟，這些都已非本文所能論述的範圍，只

能留待日後。 
  總的來說，既然民營鐵道改革乃意味須放棄既有穩定利潤並支付龐大成本，

而在臺日資還願意如此積極投入於其中，包括將機械力引入人力輕便鐵道、市區

電車計畫提出以及專營蒸氣鐵道企業設立等，都是因日本本國鐵道交通正往這些

方向發展，臺灣也就必須追上其腳步。故而，這些在臺日資所採行之民營鐵道改

革手段，可以說是將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在殖民地的複製。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些投身於臺灣民營鐵道業之在臺日資，乃在該產業改革

過程扮演積極角色，並以日本本國經驗為出發點來推動各項改革事業，以下將再

就臺北市區電車計畫進行論述，並兼及淡水線電氣化。 
作為戰前日本全國性大報之《讀賣新聞》，於 1914 年 7 月 20 日刊出一則新

                                               
118 管野忠五郎，〈交通上の新機運と助長的方法〉《臺灣鐵道》，89(1919.1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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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內容提及伊東巳代治子、後藤新平(新聞之中稱為後藤男)、岡崎邦輔三人在

築地一帶高級餐廳聚會，原本被猜測是政治性密會，但原來是就臺灣總督府電燈

事業發放給民間經營一事進行協議。在會議之中三人注意到電燈事業發放民營後，

臺北市區電力供給將會有所剩餘，於是被視為後藤系統之荒井泰治、木下新三郎、

賀田金三郎等人，乃擬以後藤為中心籌組企業來完成淡水線鐵道電氣化。後藤甚

至指派秘書齋藤參吉主導企業創立與資本募集的相關業務。 119 
這則新聞毫無疑問地留下諸多線索可供吾人進一步探索，這是因荒井泰治、

木下新三郎、賀田金三郎等人為屬於後藤系統之在臺日資一事，尚未被既有研究

成果所注意；然在此一前提之下他們彼此間存在如何之互動關係?荒井泰治等人

的投資事業如何以此一互動關係為基礎展開?後藤又如何透過此一互動關係維持

其在臺政經影響力?顯然都是必須加以追問的課題。惟筆者限於篇幅與主題限制，

僅能暫就後藤新平、荒井泰治等在臺日資與市區電車之間可能存在的連繫性進行

論述。 
在臺灣電氣發展過程，後藤新平扮演了重要角色，已為林蘭芳等先行研究者

所指出；這些先行研究且論及臺灣總督府於 1914 年左右開始考慮將臺北電力暨

電燈事業發放民營一事，亦即上述新聞所陳述之內容。120既然後藤跟臺灣電力事

業發展有如上關聯性，荒井泰治等人又作為後藤人馬，我們可以推測，荒井在臺

灣電力事業發展過程應可能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的確，1902 年日人土倉龍次

郎等人即打算運用為新店溪上游之高低落差來發展臺北市區電力暨電燈事業，並

籌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荒井泰治、木下新三郎等人也成為該企業發起人。後臺

灣總督府於隔年決定以官營方式發展上述電力事業，並在新店地區之龜山設立第

一發電所。由於電力仍尚不充分，故於 1907 年增設發電機一部，並興建第二發

電所，至 1909 年隨第二發電所完工，臺北電力供應始較有餘裕。 
那麼電力供應餘裕跟電車鋪設或者鐵道電氣化有何關聯呢?這是因日本作為

後進資本主義國，電力建設速度趕不上社會經濟成長速度，各鐵道企業如欲電氣

化必須先自行完成電力設備，並以多餘電力經營沿線電燈、電力事業。另外，日

本當時五大電力廠，在圖謀擴大各自供電範圍的爭奪戰中，也會以兼營市區電車

或進行電氣鐵道作為手段。 121 

                                               
119 〈臺湾電鉄計画 後藤男を中心に〉《讀賣新聞》，1914 年 7 月 20 日，2 版。 
120 林蘭芳，〈臺灣早期的電氣建設（1877-1919）〉《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8(2001.5)，頁

256-258、265。 
121 和久田康雄著，《日本の私鉄》，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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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於日本本國此一發展經驗，諸如荒井泰治便於 1899 年，在臺灣商報上

力主利用新店溪開發水力發電，並利用此一電力在臺北鋪設市區電車。他談到：

利用新店溪的水勢營造水力發電，「一來可充電燈之用，一來可充電氣鐵道之用，

如此一來在市內敷設(電車)的話，將會非常便利。」他進一步指出，臺北道路相

較於東京，原本就習慣於中央作為車道兩邊供行人行走，因此如果鋪設市區電車

對於原有交通的衝擊將更小。122同時，不應或忘者為，荒井泰治自身已在日本本

國有經營電車事業的經驗，已如前述。 
或許，論者以為讀賣新聞所提及之淡水線電氣化跟市區電車為不同的兩種交

通工具。實則，所謂電氣鐵道跟市區電車一樣皆是以電力作為軌道交通的動力來

源，並透過軌道上方所架設之電纜取得動力。差別在於電氣鐵道乃是由機關車的

集電弓來取得動力，再牽引客貨車廂行走，速度較快、運能較大，適合長距離運

用。市區電車則如前言所指出，僅適合短程行走。換句話說，淡水線鐵道電氣化

雖屬於電氣鐵道範疇，也就是以電力取代原本的蒸汽力，但因跟市區電車並未存

在本質上的差別，故當荒井泰治等人在推動市區電車計畫的同時，也關注到淡水

線電氣化問題便有脈絡可尋。 
    荒井泰治等人是否設立了這間以進行淡水線電氣化為主要事業內容之企業，

礙於資料限制不得而知，不過 1912 年 8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新聞便提

及：「淡水線蒸汽鐵道變更為電氣鐵道一事，從數年前開始臺北商工會便屢次向

臺灣總督府提出建言，現今臺北市人口又有所增加、北投一帶也已發展，故而淡

水線鐵道電氣化一事，恐怕比市區電車更具有急迫性，所以木下新三郎乃以商工

會會長名義，再次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請願。」123由此可知，他們對淡水線電氣化

的關心是長期性。 
    後藤新平跟臺灣鐵道事業之密切關係已為人所熟知，同時他在近代日本鐵道

事業發展過程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後藤新平的女婿鶴見祐輔，在為其岳父所編輯

的傳記資料裡面，針對後藤與日本鐵道發展的關係時即提到，後藤不論在朝在野，

他所關心的對象始終不離鐵道。鶴見祐輔且注意到，後藤對鐵道電氣化頗為關心，

曾在鐵道院總裁任內專程派人前往歐洲考察。124因此，我們應可期待後藤在離開

                                               
122 〈水力電氣談〉《臺灣商報》，1898 年 11 月 28 日，3 版。 
123 〈淡水電鐵請願〉《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8 月 20 日，2 版。 
124 有關後藤在近代日本鐵道事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已有若干論述。至於後藤專

程派人前往歐洲考察一事，鶴見祐輔則運用後藤跟時任德國電器公司(AEG)董事長之拉特腦

(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往來電文所得出之結論。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決定

版>正伝‧後藤新平(五)》(東京：藤原書店，2004)，頁 171、249-257；陳家豪，〈日治初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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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後，仍對臺灣鐵道交通發展賦予一定關心，並注意到臺灣民營鐵道改革乃至

市區電車鋪設等議題。荒井泰治等人則可以後藤新平作為其政治奧援，強化其在

民營鐵道事業改革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說，以上說明尚未能呈現在臺日資係以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為基礎來

推動臺灣民營鐵道改革，並在此過程扮演重要角色。1928 年，當臺北市區官營

電車計畫產生爭議之際，赤司初太郎、後宮信太郎、中辻喜次郎、邨松一造等在

臺日資人所作出之發言，或可更進一步彰顯出此一面向。 
  如前所述，臺北市區電車在 1915 年之後即確定了官營方針。對此，當時臺

灣交通界最具代表性的輿論刊物馬上發表文章表示期待之意： 

 
鐵道部已公開聲明未來要在臺北市街鋪設電車，現已開始在臺北、北

投間行駛汽動車，125為臺灣鐵道交通一大創舉。汽動車運轉促進了市

街電車的機運，喚起一般民眾對市街電車的期待。過去臺灣休閒與娛

樂的風氣很不盛行，加以臺北市已有十五萬的人口，卻只有人力車，

對市區發展產生不少障礙，北投線正好沿線都是遊覽地，單純客運線，

汽動車的運轉正好是很好的示範，未來如果臺北電車線鋪設，再搭配

汽動車，將大大提升臺北市交通。126 

 
  可是一直耽擱到 1922 年，鐵道部才對士林草山間、士林新北投間電車線路

進行調查，且遲遲沒有後續動作。 127所以，到了 1927 年臺北市官方打算自力完

成這個計畫。當時擔任市尹的田端幸三郎邀請熊本市電氣局長松尾寬二來臺，進

行一場為期三週的實地調查，並決議在市內鋪設電車。 128田端如此說明： 

 
臺北電車問題就我所知是武藤市尹時代有五、六組人馬提出民營計畫

申請書，卻都被駁回。最後，根據的是八田與原脩次郎的計畫。太田

                                                                                                                         
灣鐵道政策的轉變：以「國營」、「民營」的討論為中心(1895-1898)〉，頁 122-127。  

125 汽動車(Rail Car)為內部裝有內燃機的客車廂，強化旅客運輸的機動性。換句話說，一般鐵道運

輸都是由一輛機關車牽引數輛客車廂的方式運作，客車廂本身並不存在動力；然而，汽動車則

是駕駛艙跟客車廂合在一起。 
126 會說，〈臺北市街電鐵の速成を望む〉《臺灣鐵道》，40 (1915.10)，頁 1-3。  
127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年報 大正十一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1922)，頁 7。 
128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臺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臺北：拓殖通信社，

1928)，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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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尹時代，雖然已經徹底放棄，不過民間要求鋪設電車的聲浪很大，

所以市方尋求跟臺北市情形相似的熊本市的經驗，委託松尾提出具體

的市營電車計畫。雖然還是有人認為現在已經是汽車運輸時代，他們

質疑電車事業划算嗎?既有道路寬度能夠容納嗎?跟鐵道的交錯能夠解

決嗎 ?就我來看，電車必須要敷設的理由已經遠遠的覆蓋掉這些質

疑。……在內地，公路運輸只能作為電車的補助機關而發揮其機能。129 

 
  然而，基於臺灣公路運輸興起於 1920 年代，同時不論是日本本國或臺灣，

公路運輸均對民營鐵道業帶來衝擊。故而，上述文字乃反映出此一時代背景。也

就是既然公路運輸已經興起，直接改以公路運輸作為都市交通手段即可，何必再

花大錢去鋪設電車。故而，當臺北市營電車計畫一出陳，立刻引起一場爭論，贊

成反對者均有之。反對方或可以作為臺灣交通部門主管機關的鐵道部臺北工場長

速見和彥之意見為代表，他提到： 

 
以臺北市的道路幅員來看，現在既然在許多道路已經許可巴士經營了，

那再敷設電車是無法收支相償的，這在很多的市街地已經是很明顯的

事實，或者在市營電車的同時，必須要先經營市營巴士。說到臺北市

跟熊本市有同樣的地勢或人口那樣模糊的考慮到底是不行，兩地人情

風俗根本不同……說到要募集兩百萬元的市債，因為會留下債務而感

覺到遺憾無法贊成。130 

 
  很明顯的，臺灣交通主管機關雖如前所述一再要求輕便鐵道變革，可是當這

項工作必須由官方來承擔時，就非常計較付出的「成本」。反而，這場爭論中在

臺日資不僅站在贊成這邊，若考其身分，皆為輕便鐵道企業經營者。 
    被凃照彥視為在臺崛起的三大日資財閥之後宮信太郎，出生於 1873 年，1895
年 9 月渡臺，被稱為「臺灣煉瓦（紅磚）王」，有直係企業 13家，旁系 10餘家，1311908
年，便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董事的身份鋪設嘉義街到嘉義車站用於搬運磚窯工廠

建材與燃料、製品的輕便鐵道。他作出如下發言：「財政尚有餘裕卻舉債而不交

給民間企業經營是不得當，要之，對我自己來說，電車也好汽車運輸也好，這類

                                               
129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臺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頁 1-7。  
130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臺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頁 3。 
131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3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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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交通工具在臺北市當然深刻感覺到是必要。」 132 

    另一位被凃照彥視為在臺崛起的三大日資財閥之中辻喜次郎，出生於 1867
年，富山縣人士，東京專修學校法律科畢業，畢業後，初賴銷售高岡銅器，以經

營困難，轉往朝鮮販賣軍需品，其後在大連結識藤川類藏，乃合夥經營事業。1895
年渡臺，成立盛進商行作為日後發展企業的基礎，該行壟斷了臺灣的雜貨界，故

有「雜貨王」之稱，資產最高時約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之間，由其直接經營或

間接投資的企業為 17 家。 133他不僅希望臺北市街電車能盡速完成而指出：「從

很久以前就開始等待臺北電車能夠實現，現在聽到這事誠然感到快慰，所以希望

能早一日實現。」他同時還就臺北市電車敷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提出論

述： 

 
1.由於必須要跨越縱貫鐵道，所以必須要造兩三座橋，還是說鐵道要

高架或地下化呢? 
2.最近有人因為城內街道狹小而反對電車通過，但考察各國情況，交

通機關都盡可能的接近中央市場，東京也是以新橋車站為中心，所以

無論如何都希望能通過城內。實際上，城內街道狹小的問題，我好幾

次已經在臺北市協議會上提出道路拓寬的主張，但卻遭到某位市尹的

反對。好不容易才完成的電車計畫，如果不通過城內的話，乘客勢必

得在三線道下車，才搭乘人力車進城，誠為憾事，特別是臺北市並不

需要向日本內地那樣花費高額的土地買收費與房屋拆遷費。 
3.收支是否相償的問題。晚臺北市十年才開始發展的大連，在十幾年

前已經鋪設電車，最初半年乘客確實非常少，但現在已經是該市重要

的收入來源。 
4.車資問題。目前已經有各種看法提出，但這其實不是一成不變的，

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5.公共汽車的問題。就許多大都市來看，雖然已投入相當多的費用，

但仍因電車敷設而無法延長。雖然說，有人批評電車已經過時了，那

麼這些大都市為何要去擴張過時的交通工具呢?當然，這不表示說不需

要汽車，因為並非所有地方都能鋪設電車，在這些地方就必須好好利

                                               
132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頁 10。 
133 凃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52-353；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

外地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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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汽車。134 

 
    至於大安軌道株式會社創立社長邨松一造，則論述了市區電車優於公路運輸

之處： 

 
  即便已經有點過時，但仍舊贊成電車敷設，尤其也許過十年後會

對貨物流動造成阻礙，並且被其他更為進步的交通工具所取代。但是，

到目前為止，電車仍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相較於巴士容易損壞、維

修費用又高，同時駕駛經常素行不良，電車雖然被說成是不體面的交

通工具在繁華的路線上穿梭，但是因為在一定的軌道上行走，所以即

使是不老練的駕駛也能操作。當然，在敷設電車的同時，也要讓巴士

作為補助性交通工具，讓郊外的人可以利用巴士跟電車銜接，將會帶

給臺北市更進一層的繁榮。雖然電車一開始需要相當巨額的費用，但

比較起事故率卻遠低於巴士，從臺北市現在交通已經頗為擁擠的狀態

來看，未來必然會往郊外延伸，所以儘管一開始搭乘電車的人不多，

但未來旅客必定會越來越多。 135 

 
    可以說，不論是後宮信太郎、中辻喜次郎或邨松一造皆如前文所述，在 1920
年前後擁有了輕便鐵道改革成功之實際經驗。因此，他們針對臺北市區電車計畫

所提出之發言，乃係以他們長年經營交通企業為基礎，乃至中辻更以東京市區鐵

道發展經驗作為立論出發點。 

柒、結論 

  透過本文討論可知，在臺日資立基於殖民母國已然成熟之民營鐵道發展經

驗，來到臺灣後也將該業視為重點投資對象。在臺日資不僅廣泛地投入民營鐵道

業，也成為該業改革的主要推手。在臺日資在民營鐵道業改革所作之嘗試，約莫

在日俄戰爭前後即出現。他們嘗試的方向主要在於將機械力引進輕便鐵道，雖說

從結果來看是失敗的，但他們的企圖心則已充分展現於幾波臺北市區電車鋪設計

畫的過程。尤其是在 1910 年代以前尚可見到日本本國資與與臺人資本的身影，

                                               
134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頁 10。 
135 宮川次郎，《臺北電車計劃の賛否》，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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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0 年以降則幾乎只見在臺日資熱衷於此事。 
    除了市區電車之外，在臺日資也積極推動輕便鐵道企業合併與專營蒸氣鐵道，

作為人力輕便鐵道改革的另一手段，並獲得一定成果；特別是以後者而言，在普

遍以兼業型態的臺灣民營鐵道市場，乃具有其獨特意義。其中，臺北鐵道作為專

營蒸氣鐵道企業，不僅由在臺日資經營之人力輕便鐵道企業改組，而且採用 3
呎 6 吋軌距而正式進入一般鐵道範疇，還以都市鐵道自許；若對照當時日本本國

都市鐵道已頗為發達之事實，臺北鐵道之成立對臺灣都市交通提升有著正面意

義。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民營鐵道業作為特許產業，乃提供給經營者頗大利潤，

配息率平均在一成以上。然若要引進機械動力、乃至直接轉為專營蒸氣鐵道，不

僅可能必須犧牲原本可享有的龐大利潤，還需投入龐大短期內無法回收的固定資

本。更重要的是，從結果論來看，戰前臺灣所設立之專營蒸氣鐵道也的確普遍存

在營運績效不佳的現象。如此一來，這些廣泛投資於人力輕便鐵道之在臺日資，

還願意積極投入於該產業之改革事業，即如荒井泰治、木村久太郎、古賀三千人、

賀田金三郎、柵瀨軍之佐、澤井市良等人，在 1910 年代前後多次提出市區電車

鋪設計畫，又在一次大戰期間推動「軌道合同」與專營蒸汽鐵道企業的籌組；乃

至於後宮信太郎、中辻喜次郎、邨松一造等人，雖只見其投資專營蒸汽鐵道企業

以及參與軌道合同，但後文所述他們對臺北市區電車計畫也表達相當的關心。這

都意味著他們並非全然將人力輕便鐵道視為「一般性事業」而加以投資，乃係立

基於殖民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嘗試將機械動力導入人力輕便鐵道，或者在以兼業為

性質的製糖鐵道之外，設立專營蒸汽鐵道企業。 
    換句話說，不論是將機械力引入人力輕便鐵道、提出市區電車計畫以及設立

專營蒸汽鐵道企業，都是因日本本國鐵道交通正往這些方向發展，臺灣也就必須

追上其腳步。故而，這些在臺日資所採行之民營鐵道改革手段，可以說是將殖民

母國鐵道發展經驗在殖民地的複製。 
  當然，若再回到須永之統計可看出，臺灣民營鐵道業另一主要資本來源乃為

臺人資本，特別是若限縮於人力輕便鐵道業領域，臺人資本比重恐怕更勝於在臺

日資。然而，臺人資本雖未在民營鐵道改良過程缺席，但舉凡市區電車的引進、

蒸氣動力的運用主要推動者似為在臺日資，因為這些在臺日資有明治維新以降殖

產興業的經驗作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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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ivate Railway 
Industry with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en, Chia-hao* 

Abstract 

The research regarding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is so far insufficient. 
Although scholars indicated that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engaged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linked to national power, little was known about abundant 
empirical analysis to interpret their roles in Taiwan’s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and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private railway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aiwan’s private railway industry was regarded as the 
licensed industry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extensively invested in this industry. Moreover, they also attempted to enlarg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of light rail from manpower to mechanical force. In spite of 
the failure of these innovations, these capitalists still made an accomplishment in the 
corporate merger and build a railway company where its locomotive used steam 
power. 

 
Keywords: Japanese capitalists in Taiwan, light rail, the Taiwan private railway 

industry 
 

                                               
* Ph.D.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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