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城村，因著糖廠，成為飄

著糖香的村落

「新城村」位於新竹縣寶山鄉的山

腳。由三號國道茄苳交流道開始，順著古

車路、雙林路，一路跟著寶山高爾夫球

場的標誌，就可以進入新城村。這裡有著

新竹縣唯一的私人糖廠（現稱寶山糖廠，

昔為新城糖廠），目前還維持著製糖的業

務，也因此，常常在早晨，這裡還可以聞

到製糖時傳來陣陣的糖香味。

新城村位於山腳，在日據時期交通非

常不便，居民因此大多沿著河流居住，而

在此處有三條河流匯流，一條是東港溪、

一條從柑仔集，另一條從石鬮而來。日據

時期，就有許多私人成立的「糖 」，就

是簡易的製糖場所。也因著這三條河流，

造就了三個較大的糖 ，新城糖 、柑仔

集糖 與石鬮糖 。其中，又以新城糖

最具規模。

李增豐，是新城糖廠的前負責人。

在明治天皇年間，李增豐的祖父將幾個小

糖 結合，創立了「新城糖 」。當時李

增豐的父親李金鎮正在日本求學。在昭和

年間初期，李增豐的祖父突然小中風，於

是將李金鎮從日本叫了回來，接下糖業繼

續經營。由於李金鎮一直在日本受教育，

所以無論在語言或是關係上，都更為方便

跟當時的殖民政府溝通，所以李金鎮就向

台灣總督府申請許可，拿到日本總督的許

可，成為日本政府正式承認的糖廠，也就

是「新城糖廠」。

當時日本政府核准的，有2個部分。

一是核准設設糖廠；二是核准該糖廠可收

甘蔗的區域。每一個糖廠都有區域限制，

區域以外的甘蔗就不能收來製糖。而新城

糖廠，被核准的收甘蔗區域，就是目前寶

山鄉新城村與三豐村的各一部分，而新竹

中其他鄉鎮，包含寶山鄉大多數的甘蔗，

甚至有部分新城村的甘蔗，還是運送到新

竹製糖株式會社壓榨。

■文．攝影／張慧安

製糖產業，曾經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中，寫下輝煌的一頁。

隨著台灣經濟的轉型，農業漸漸由工業、科技工業取代的過程中，製糖產業也慢慢消失在

其中。公營台灣糖業公司，從全盛時期的30多座製糖工廠，直到現在只剩下2間在運作，

其他的不是拆除，便是移作他用；而私人糖廠，一直維持運作的，更是屈指可數，而位於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的寶山糖廠，就是這樣一間私人糖廠。他不僅見證了寶山地區糖業發

展的歷史，在日據與光復時期，更深深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活，而這樣的影響，到今天就

成為新城的文化資產。

▲寶山糖業公司招牌

寶山糖廠路標

▲

▲ 蕭德貴解釋牛拉東西時鼻孔離地面應該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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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最重要的經濟作

物—甘蔗

「滿山的，日據時代的時候滿山都

是甘蔗。白甘蔗，不是現在外面賣的紅甘

蔗。」已經76歲的鄧金生這麼說。鄧金生

年輕時候幾乎什麼勞力工作都做過，而在

新城，扛甘蔗就是個普遍性的勞力工作，

當時，新城村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就是白

甘蔗。因為白甘蔗甜度比紅甘蔗更高，所

以拿來製糖。甘蔗最好的採收期，是從冬

至前後，一直到農曆過年前。因為在冬至

以前採收的甘蔗，甜度很可能不夠；但若

採收速度太慢，拖過農曆過年，到了農曆2

月以後，甘蔗就開始有苦味。也因此，鄧

金生說，他們扛甘蔗常常是在天氣很冷的

天候下，又沒有鞋子，走在山路上，是很

痛苦的，不過因為以前窮，所以再辛苦也

得做。

「 那時候在這村里很多人種甘蔗。

不用說太多，走到山上一眼望去，看的

到的地方都是甘蔗田。」另一位從小家中

就種植甘蔗的蕭德貴這樣形容，「我自己

家裡種三甲，兩兄弟小學畢業後就在家幫

忙。因為我爸也要出門去賺錢，幫別人工

作，家裡的農事就要我們兩兄弟做，所以

我和我哥都只念到小學而已，那時候我跟

鄧金生是新城國小一起畢業的，我們同屆

的。」蕭德貴說。「一批甘蔗種下去，大

部分只能採收到第3年，土質不錯的話，最

多也只到第4年，就得全部鏟掉，改種蕃薯

或其他作物，等1、2年後再回頭種甘蔗。

小時候，要鏟掉甘蔗時，我們最高興！一

開始鏟甘蔗，整個甘蔗園裡面田鼠滿地

跑，我們就帶著狗，一個一個洞找，狗鼻

子很厲害，這樣找，常常可以抓到十幾隻

田鼠。」

我們拿來製糖，製的糖賣出去，扣他們的

借款，剩下的給他領。只要是種植，就是

看天吃飯，如果天公不作美，甘蔗長得不

好，第二年收穫不行，我們借他的蔗種，

種子、肥料還有人工的錢收不回來，那就

要再等多等1年，週期就立刻變成2年。」

李增豐搖搖頭。「所以能夠做紅糖廠的

人，多半是大地主，才敢投資這個，因

為第1年如果錢收不回來，明年還可以再
▲ 運作中的寶山糖廠

▲ 鄧彭定妹展示蔗架使用方式

▲ 鄧金生徒手在熱鍋中抓糖

經營糖廠的三大痛苦

「那時候經營私人糖廠，有些痛苦的

事。」李增豐說「日據時代，由於台灣殖

民政策，受日本人壓迫，只能做紅糖1，不

能做白糖，這是台灣製糖業的一大痛苦。

那個時候，政府做的是白糖。白糖跟酒、

煙這三種，叫做特產，日本人不讓台灣老

百姓做。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做白糖，但是

日本政府不准你做。因為日本的緯度高，

所以甘蔗原料沒有台灣的好，於是日本人

就買台灣人做的紅糖，回到日本再製成白

糖。所以台灣人只做紅糖，紅糖叫做原料

糖，粗糖，就便宜，賺不到很多的錢；做

白糖的話就精糖，世界各國都要，那個是

賣得高價。那時台灣人只能做紅糖，這是

第一大痛苦」。

「另外一個痛苦，就是資金的週轉

時間很長。現在我們生意人資金週轉，大

多以天當單位在做計算。但經營糖廠，

甘蔗一年只收成一次，資金週轉用年當單

位在計算。我們做糖廠的人，還要投資，

譬如說蔗農今年要種甘蔗，我必須要先有

肥料，種子還有工錢，三樣資本要帶給

他，借給他。明年他種了以後，他的甘蔗

1 紅糖，成份與黑糖相同。將黑糖中的雜
質篩除，然後粉碎，就是市售的紅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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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用鋤頭刮鍋底

▲ 煮黑糖最後收膏的過程▲ 煮糖的柴火

無論男人、女人，幾乎都扛過甘蔗。

鄧金生的太太鄧彭定妹說，她年輕時

期也扛過甘蔗，用蔗架，一方面是裝甘蔗

量可以比較多，另一方面是累的時候，蔗

架就可以放在地上稍作休息。每一趟大概

可以扛到100餘台斤，而男人則大多扛200

多台斤。鄧彭定妹表示，在日據時期，離

家約1公里左右，就有小鐵軌，可以扛到這

個地方，然後再透過輕便車，將甘蔗推運

到大鐵軌，就是現在新竹市的南隘社區，

再由五分車統一載到新竹製糖株式會社；

而光復以後，鐵軌都拆掉，他們只能用蔗

架再多扛好幾公里，跋山涉水，一直走到

比較大的路上，才由一台台的牛車將甘蔗

運往新竹市。

新竹製糖株氏會社，在目前新竹市風

城購物中心的現址。日據時代，日本人從

新竹市建鐵軌一直進到南隘，然後再用輕

便車的軌道深入到不同的村落，目的就是

要收寶山的甘蔗；到光復以後，新竹製糖

株式會社就改成台糖新竹廠，但約在民國

40幾年，台糖整個重心都移往南部，所以

鐵軌都拆到南部去，台糖新竹廠也就關閉

了。然後新竹人申請私人糖廠，叫做「新

生糖廠」，而收糖區域則按照原本的習

慣，就接收了台糖新竹廠的收糖區域。所

以即使在新城產的甘蔗，有部分依然不是

送到新城糖廠，而是要由人工運到大路，

再用牛車拖到新竹市中心的新生糖廠。

「扛甘蔗，都是算重量的！」鄧金

生聊到扛甘蔗時，似乎像在回憶昨天的

事一般。「我也扛甘蔗到新城糖廠過，

一個早上大概可以扛3趟，一天可以扛6

趟，每趟大概可以扛200多斤的甘蔗。扛

到糖廠後，如果自己種的甘蔗，就跟糖廠

分「糖」當工錢，四六分，糖廠拿六分的

糖，我們自己拿四分的糖，但是我們分到

的糖還是會寄放在糖廠。當我們需要用糖

的時候，要吃多少再去載多少回來；那如

果需要用錢的話，就可以把分到的糖回賣

給糖廠，結帳後再將錢領回來用。」

而在過程中，鄧金生夫婦不約而同的

談到他們小時候。「那時都是大人扛甘蔗

到輕便車，當大人們推輕便車運甘蔗時，

我們就去偷拔甘蔗，拔了就要趕快跑，不

然給抓到就慘了。長大以後，知道甘蔗跟

家計有關，就換我們在抓小孩子！」

充滿香味的製糖過程

新城村中，有個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為了推廣地方特色，所以在發展協會旁邊

的一小塊農地上，重新種植甘蔗，並建立

了早期煮糖的設備，好讓遊客或是學校的

孩子來到這兒，可以了解並體驗早期黑糖

的製作過程。新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

傅秀妹女士表示，「現在都希望社區能夠

動起來，所以我們那時就有交通大學的學

生來輔導我們，跟我們社區的志工建議，

可以種些甘蔗讓小朋友知道以前黑糖是如

何做出來的，而開始這樣的社區工作後，

我們發現手工煮糖真的很好玩，尤其是有

國小的學生、初中生來到這社區，煮好了

糖，一邊捏一邊吃，感覺很快樂。」

「一般製糖，一開始要將甘蔗汁壓

出來，要將它濃縮，讓水份蒸發掉。」李

增豐說。「濃縮過程就是用煮的。過去我

們老的時候用火煮，比較差一點，後來改

用蒸汽。濃縮以後，把他分離結晶，黑糖

來。」

「最後一個痛苦，我們的糖業都在

區域比較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甘蔗是

笨重的東西，運輸花很大很大的成本。除

非像台糖那樣，可以有五分車直接開到產

地，這樣運輸成本才能降低。我們的都在

山上，沒有路，要自己開馬路，你看這個

成本多大；沒馬路的地方，要人力硬把他

從山上抬下來，到有馬路的地方。日據時

代雖然有五分車，但那是日本人開發進來

的，所以，經由鐵軌運送的甘蔗，都是往

新竹製糖會社去，我們自己經營糖廠的，

交通方面都得自己想辦法。」

新竹製糖產業運輸，幾乎都

靠人力

新城村因為大多為山坡地形，所以

有很多地方，早期都得靠人力來運輸，甘

蔗，自然也是如此。而扛甘蔗，需要透過

一種叫做「蔗架」的工具。在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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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發展協會種植的白甘蔗田

▲ 早期遺留下來破損的石輪

▲ 水牛拉石輪壓甘蔗模型

跟白糖有什麼差別，黑糖是濃縮以後，就

直接粉碎；白糖則要在黑糖還沒濃縮的過

程中，將糖蜜成份抽掉，抽掉糖蜜後變成

精糖，粉碎就是二砂，二砂漂白後變成特

砂，過程是這樣。但糖蜜並不是不好的東

西，糖蜜裡面很寶貴的營養份很多。只

是，糖蜜沒抽出來的粗糖，如果放在空氣

裡面，會吸收水分，馬上就會潮溼；糖蜜

抽掉，變成精糖，二砂，沒有糖蜜，放在

桌上幾天，都比較不會有潮溼的情形。」

整個煮糖的設備，除了壓甘蔗的機

器用電動的外，據說基本上就是早期私

人糖 的樣子。整個爐子是磚造的，而整

個過程就用木柴來煮糖。據李傅秀妹理事

長表示，這個煮糖的設備，就是由鄧金生

設計，並由社區中的志工們一起搭建起來

的。而鄧金生不僅在硬體上提供許多意

見，而在煮糖的技術上，鄧金生也能將煮

糖過程掌握到恰到好處，使煮出來的黑糖

色澤光亮。

在社區觀看煮黑糖的過程中，可以看

到他們會將石灰加入黑糖中，

鄧金生解釋，這是煮糖過程中

很重要的環節，添加的石灰比

例，不能太少，否則煮出來的

糖，無法收膏，就是糖煮完還

是軟軟的，無法成形，那這整

鍋就算是報廢了；但是石灰也不能太多，

否則煮出來的黑糖會又黑又苦，而且成形

不會是粉狀，而大多是結塊的，這樣也算

是失敗。所以在添加石灰，需要經驗，才

能將比例控制得好。

在接近煮糖最後的階段，看到鄧金生

伸手進入滾燙的糖膏中，快速的捏了一小

塊糖膏，然後整個放入旁邊的冷水中，在

將手中冷卻的軟糖，分給旁邊圍觀的大朋

友、小朋友們食用，

霎時之間「好香，好好吃喔」的讚嘆

聲此起彼落。但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就

是為什麼鄧金生要徒手進去抓糖出來，應

過，所以會做，只是再大一點，大家都用

牛去拉石輪壓甘蔗，所以就沒人用了。」

壓榨甘蔗的超級動力－水牛

現在寶山糖廠的門口，有座水牛拉

石輪來壓甘蔗的模型，是現任糖廠的廠長

找人做的。模型中有三個石輪排成三角

形狀，但這樣的排列，卻跟早期壓甘蔗石

輪的排列方式完全不同。「當時那石輪做

出來，我第一次看到就說，老闆，我看那

石輪做得不怎麼標準，跟以前那型不太一

樣。」蕭德貴談到這組石輪模型，他第一

時間就跟糖廠老闆反應，而這位老闆，從

民國60幾年接手這個糖廠，當時都已經自

動化，他之前的工作從來沒接觸過糖業，

所以他從來沒看過水牛拉石輪壓榨甘蔗的

該很燙吧。「當然會燙！所以動作要快，

而且抓出來要趕快放到冷水中。」鄧金生

解釋說，這個動作最主要是要試糖膏的黏

度，如果黏度夠了，冷卻的糖塊摸起來沙

沙的，那就代表可以起鍋，可以收膏了。

「光復後，因為台糖新竹廠關了，

在那段時間，自己種的甘蔗就多少自己煮

煮看，沒想到給我煮起來了。」鄧金生談

著自己怎麼開始煮糖的。「其實小時候都

是長輩在煮糖，因為我還是小孩子，只能

幫點小忙而已，根本沒學過怎麼煮糖。但

因為看過，所以後來才有印象，才能煮成

功。還有很多東西也是這樣，給我看過的

東西，我都能做得出來，籃子啦、畚箕

啦、犁啦、還有扛甘蔗的蔗架，這些我都

做過；社區發展協會的圍籬、客家的新娘

轎，還有早期木頭做的壓甘蔗機器，也都

是我做的。那個壓甘蔗的，也是小時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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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汁

▲ 甘蔗汁經火煮濃縮後樣貌
▲ 三口排成三角形的石輪模型 ▲ 日據時期新城糖廠許可證

2 鄧金生煮糖畫面，於民國97年1月時所拍攝；而全文訪談與相關畫面，於同年9月到12月間
陸續完成。鄧金生於民國98年4月辭世。

樣子，最初只是希望做個模型，做個樣

子。

「3個石輪是排成一列，中間的石輪

中間有根很粗往上的支柱，然後再從這個

支柱架一支橫桿，然後桿子尾端綁在牛身

上。牛一直繞圈走，中間的石輪就會轉，

旁邊的也轉，甘蔗就從這一面過去，那一

面回來，就這樣將甘蔗汁壓出來。」蕭德

貴繼續解釋。「而且，不是一頭牛，是3頭

牛，3頭牛並排一起走。跟人一樣，走得快

的那頭牛，要放最外圈，走的慢的，就要

放在內圈。然後，牛的鼻子絕對不是像模

型那樣抬高高的，牛用力的時候，鼻孔一

定是朝下，幾乎要貼到地面，那樣才有在

用力。」

而談到水牛，蕭德貴就說，他非常懷

念以前他們家養的那頭水牛。因為那頭水

牛個性極為溫和，蕭德貴小時候要放牛，

只要站在牠的前方，牠頭就會低下讓人爬

到背上，而且每天走的固定路線，即使躺

在牛背上不去管牠，牠還是會安安份份的

按照既定路線，走上3、4公里。「以前的

牛跟人一樣，很辛苦！」蕭德貴談到小時

候養牛的用途。「以前除了甘蔗，我們家

也種稻米，我們這個區域，稻米一年可以

有2次收成，收成後，牛都要幫忙犁田，

才能種下一批稻子。然後到冬天時，牛比

較空閒，所以有些就會牽到糖廍幫忙拉石

輪壓甘蔗，有些就牽去拖牛車，把甘蔗送

去新竹，不管做什麼，就跟糖廠換一些糖

回來用。牛，也是一整年都在工作。一直

到後來，大家慢慢不種甘蔗了，犁田也有

機器了，所以養牛的要麼就只養黃牛，因

為是當作肉牛；水牛根本都沒什麼人在養

了。」

新城的老人家，才是最重要

的文化資產

民國97年4月的桐花祭活動，是鄧金

生最後一次替社區煮糖2。因為那之後，就

檢查出鄧金生已經肺癌末期，從那時起，

鄧金生都在家中修養；隔年，鄧金生就因

癌症辭世。從鄧金生生病後，社區連續十

幾鍋糖，都沒辦法煮成功。李傅秀妹理事

網路上能看到的照片，大多只有兩口石

輪。像寶山使用的三口石輪，幾乎找不到

照片。若沒有這群老先生，或許再過幾十

年，我們也就此以為，以前牛拉三口石輪

的樣子，就像寶山糖廠門口的模型。

台灣許多老社區中，都還有這樣擁

有寶貴記憶的老前輩們，但就像蕭德貴的

感慨，很多老前輩會一個個走掉，但他們

的離去，同時也會帶走許多重要的記憶，

除非，我們用心的去跟老人家們聊他們的

歷史。可以保證的是，他們談論的歷史，

絕對要比學校的歷史課本豐富，更重要的

是，有趣的多。

長表示，「糖煮不起來，整鍋就要倒掉當

肥料，倒掉十幾鍋，實在倒到會怕。鄧金

生不在，真的是社區很大的損失。」

鄧金生的喪禮，就是由蕭德貴協助辦

理的，他在喪禮後感慨的表示：「我同梯

的同學，很多都已經走了！」的確，人隨

著時間，總有一天會面臨死亡；就像糖業

一樣，雖然曾經是新城地區最重要的經濟

產業，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會跟著外移

及沒落。

寶山糖廠，在今天依舊只是個產業，

但配合著李增豐、鄧金生、蕭德貴這些老

先生的記憶，就連貫成私人糖業發展歷

史的軌跡；再以榨甘蔗的石輪為例，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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