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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是個具有悠久歷史的酒精飲料，亦是現今社交場合中必備的

清涼性起源之一。啤酒發源於中東地區，後來逐漸普及於歐洲一帶。

而台灣雖然在 1860 年代才開始接觸到啤酒，但現今亦一般民眾常接

觸到的清涼性飲料。這樣的轉變，實來自於日本時代的啤酒促銷與推

廣活動，如台語將啤酒稱為 bi-ru，並非來自於歐洲語系的 beer，而

是來自於日文的「ビール」之音變，不過「ビール」一詞並非來自英

文，而是從荷蘭語  bier 來的。  

 1860 年代，因為條約的規定，清廷政府開放四個港口予外商通商

貿易，也連帶使得啤酒這個西洋人的飲料傳入台灣。當時啤酒的進口

幾乎都集中在南部的安平、打狗，北部的淡水、基隆港，只有 1885

年有啤酒進口的紀錄，大概是受到炎熱氣候的影響，使得南部對於啤

酒這種消暑飲料需求量較大。但當時能享用這種洋滋味的人，主要是

一些外國商人、官員，以及部分與他們往來的台灣居民。  

 啤酒普及逐漸普及於台灣民眾之間，則是在日本時代，隨著日本

內地啤酒的生產增加，台灣也成為這些啤酒廠促銷的對象，台灣人接

觸到啤酒的機會也越來越多。  

 1895 年，日本開始統治台灣，但是日本啤酒要自由進口，則要到

隔年才開始。因為當時台灣各地仍不斷地反抗日本統治，必須採用軍

事鎮壓政策，故屬於「軍政」時期。軍政時期的酒類供應，一概由「酒

保」 (しゅほ )來統管，這裡所說的酒保，並不是一般 Pub、啤酒屋中

的調酒師，而是負責軍中酒品供應的商人。當時的喝啤酒主要是軍

人，一般人要喝啤酒，可能就是在接受軍方招待的時候。隔年 4 月，

台灣總督府廢除軍政，改為民政，一般商人也得以開始自由進口啤

酒。面對台灣這個新市場，商人自然蠢蠢欲動，加上日本啤酒才大量

製造不久，需要新的市場測試一下 (日本啤酒在其他市場仍難以和歷

史悠久的歐美啤酒競爭 )。故一開放之後，日本啤酒馬上傾銷到台灣

來。但當時市場的主流仍為自晚清就已經傳入台灣的歐美啤酒，尤其

是風味較佳的德國啤酒。為了讓日本啤酒順利發展，從 1898 年開始，

並對外國啤酒要課高達 25％的進口關稅。如此高的關稅，重創了歐

洲啤酒，其進口量馬上減少 90%，並在數年後完全絕跡。用上了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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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手段，日本啤酒終於佔有了台灣全部的市場。  

 一開始啤酒的主要消費者，大多是日本人，而氣候是個很重要的

因素。台灣天氣對於大部分的日本人來說，實在是太熱了，如果夏天

時有個清涼的啤酒消暑，自然是大大的享受，所以啤酒的消費熱季，

幾乎全都集中在夏天。而在日本進口的酒類中，啤酒和清酒是兩個大

宗，啤酒的價格又較清酒便宜，在酒樓中，這兩者消費的比例就達到

七比三，可見一斑。  

 除了天氣的緣故，當時台灣的

對日本人而言，是個陌生且危險

的地區，許多人水土不服，而且

台灣又有反抗軍，不小心的話可

能隨時會喪命。而很多來台的日

本人，基本上又只是想來新天地

大撈一筆的，並非要長久定居所

以一賺到錢，常是就馬上就用來

享樂喝酒了。  

 另外，許多日本官員、軍人是

「單身赴任」，和現在的去大陸的

台商有點像，多半是單身一人到

外 地 就 任 。 當 時 的 休 閒 娛 樂 不

多，雖然有打靶、看戲等娛樂，但畢竟有限，在台灣又語言不通，在

枯燥的生活中，上酒樓、料理店聚會、交誼，或是到花柳界尋歡，便

成為少數能作的活動，有些店為配合日本客戶，甚至會請日本的藝妓

來台賣藝。飲酒作樂中，往往一個晚上就花掉上百元，而苦澀又清涼

的啤酒，也就這樣一瓶又一瓶的被喝掉了。  

現在一般人熟悉的朝日啤酒，其實早在在日

本時代就已經傳入了 

 到 1910 年代後期，因為一次大戰的「戰爭景氣」，爆出了啤酒消

費「黃金時代」。從 1910 年開始，台灣啤酒呈現穩定成長時期，到

1910 年代後期消費量更是開始大幅成長。1910 年的進口量約為 81 萬

公升、到大戰開始的 1914 年，達到 136 萬公升、1917 年上升至近 180

萬公升，大戰結束後一年的 1919 年，更成長到近 247 萬公升，是 1900

年的 3.5 倍！  

 到了 1920 年代，隨著大戰景氣的結束，台灣啤酒的消費雖不如

1910 年代後期的「黃金時代」的高成長，但消費量除了從 1921、 22

年時略有下降，年消費量幾乎都在 500 萬瓶以上，到了 1929 年，更

達到了 1,000 萬瓶以上，這是台灣的啤酒消費量首次達到的銷售高

峰。這一段時期，可以說是啤酒的穩定發展期。能有這樣的成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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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台灣人逐漸習慣啤酒的口味，有兩個重要因素是值得注意的，第一

是台灣的第一家的「高砂麥酒」正式成立，第二則是各家業者因強力

競爭而大力推銷。  

 1920 年代的啤酒可說是曲折離奇。一開始，是 1920 年台灣第一

家啤酒廠—高砂麥酒正式上市，雖在初試啼聲中並未獲得好評，但佔

著地利之便，前兩年高砂仍然搶下了約 14％的市場。在 1922 年，市

佔率更提升到 34.6％，雖不及擁有惠比壽、朝日、三寶樂三大品牌的

大日本麥酒會社的約 38.5％，不過就資本額來比較，高砂麥酒的資本

額為 150 萬，而大日本麥酒則有 9,400 萬，規模差距有 60 倍以上，

能有這樣的成績，可說是相當不錯的。  

 雖說逐步佔有市場，1922 年卻發生了一件對台灣製酒業極大衝擊

的事情，使得情況可能為之一變，即總督府要將酒業納入專賣事業之

中，即統一由總督府來經營、發售。 1907 年，總督府已經課徵了造

酒稅，到為了增加收入，打算更進一步的將所有酒業如同鴉片、煙草

等專賣事業一樣，收歸總督府來經營。若高砂麥酒被徵收，勢將動搖

高砂麥酒的發展前途。  

 經過激烈的討論後，此年的專賣

案最後將麥酒排除在外。總督府方面

宣稱的理由，就啤酒而言：（一）台灣

的 啤 酒 消 費 量 仍 有 限 ， 即 使 納 入 專

賣，對稅收助益有限。（二）麥酒做為

熱帶地區台灣的清涼飲料之飲用，應

當是屬於必須品，故不該納入專賣。

至於就高砂麥酒方面，亦有兩點：（一）

高砂麥酒仍在試驗階段，基礎未穩，

應當再多給予幾年時間。（二）高砂麥

酒目標之一為輸出南洋市場，故應該

給予免稅優惠。  

高砂啤酒是台灣第一座啤酒工廠，也是台

灣菸酒公司的前身，現址則改為華山藝文

中心 

 不過排除的真正理由，可能還是在於「錢」的問題。高砂麥酒由

於前幾年的經營不佳，加上購買設備、宣傳等支出，兩年已經虧損

400 萬餘圓，如果要收歸專賣，除了原來的資本，還得負擔這些虧損

額，在還沒營利之前，就會讓政府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而且，專賣

案審議時，高砂麥酒由於口味不佳，親赴東京日本議會中答辯的田健

治郎總督還因此被審議委員消遣了一下，顯然日本本國對於高砂麥酒

能否獲利，不無疑問。  

 通過了專賣這關，高砂麥酒仍是要為如何轉虧為營而努力。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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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內部改組，由有「煉瓦王」、「金山王」等封號的後宮信太郎擔任

業務執行董事，並聘請有「社長業者」之稱的赤司初太郎擔任顧問，

兩者可說都是在台日本籍商人的佼佼者。  

 新的經營團隊除盡力節省經費、改良品質外，而經過數年海外市

場發展挫敗的教訓，高砂麥酒亦改弦易策，將重心全部置於守住三成

的島內市場。為了增加銷售點，在島內各地設置特約店，增加曝光率，

並經常舉辦試飲活動等。且由於高砂麥酒不用課稅，朝日、麒麟等日

本啤酒則需要加上輸入稅，售價自然成為高砂的最大優勢。高砂麥酒

售價在 30 至 32 錢左右，比日本啤酒的 40 至 42 錢便宜約兩成，彌補

了口味的劣勢。加上島內製造的「地利之便」，在島內優先的政策主

導下，高砂這個地主大體仍能穩住約三成的市場。  

 然而在台銷售二十年以上的日本啤酒也非省油的燈，代理商亦是

強力推銷，以下將當時各啤酒的代理商和現今的代理商作一比較。  

 
日本時代  現今  

品牌  代理商  品牌  代理商  

朝日  台灣宅商會  朝日  三商行  

三寶樂  台灣宅商會  三寶樂  東順興  

麒麟  近藤商會  麒麟  台灣麒麟  

惠比壽  辰馬商會、越智商會

櫻  櫻麥酒台北分行  

聯合 (ユニオン ) 西村商會  

盔甲  

千代田 (チヨダ )

村木洋行  

 

 
 在市佔率方面，惠比壽啤酒為佔 20 至 40％之間，是最大的品牌，

近藤商會所代理麒麟啤酒，佔 15％左右，宅商會所代理的朝日啤酒

與三寶樂啤酒則各約 5％上下。櫻啤酒在台灣有直營據點，1921 年佔

有 22.4％，但隔年高砂麥酒佔有 34.6％時，櫻麥酒大幅萎縮至 9.8％，

到 1929 年，僅剩 8.1％。聯合啤酒 1925 年為 1.1％， 1929 年則達到

12.5％，變動甚大。日本啤酒的優勢就在於口味，且資本較為充裕，

所以可以穩固佔有七成市場。與現在正好相反，現今是本地的台灣啤

酒穩穩佔有 70%以上的市場。  

 各家競爭下，啤酒總銷售量日益上升，加上 1922 年的酒專賣案



施行後，清酒輸入量大幅減半，給了啤酒更大的發揮空間。  

 但 1928 年，總督府又再度提出了將啤酒納入專賣的議案，攪動

了一池春水，並引起了極大的反彈。除了日本啤酒商，台灣的零售商

也相當反對，如有「生意虎將」之稱、曾任新竹客運董事長的陳性，

在聽到此消息後，就和新竹街的啤酒零售商等同業，組織商工協會，

群起反對。總督府在各界的壓力下，最後放棄此案。  

 歷經這場風波，不免讓各代理商提心吊膽，深怕一旦真的施行專

賣後，銷售將受到限制，加上世界經濟的逐漸不景氣，於是各廠商紛

紛增加輸入量，並且以各種手法來促銷來拓展自己的地盤。促銷的方

式除了原有的試飲之外，更包括了多買多送、瓶蓋對獎、贈送獎金、

贈品等新的花樣。如來自日本內地的聯合東京牌，在 1929 年 3 月推

出贈送獎金、獎金的活動，在瓶蓋內分別有獎金標示，獎項從五十圓、

十圓、三圓、一圓、到五十錢等，贈品有扇

子、啤酒半打等，以吸引買氣。  

 而在地的高砂麥酒不甘示弱，在同年 5

月時，以十週年慶為活動，推出了「創立滿

十週年添附景品大賣出」，獎項更為豐富。獎

金部分，從特獎到五獎，合計 7,120 個機會。

其中特獎二十瓶、獎金是破紀錄的現金一百

圓，二獎一百瓶，現金五十圓，最小的五獎，

也有五十錢。當時一般工人月薪有五圓就不

錯了，一百圓可說是個超級大賞，可抵好幾

個的薪水，最小的五十錢，也足夠一家人一

天的飯菜錢了。高砂麥酒投下總獎金一萬八

千圓，可說是不惜血本。  

 另外，還有所謂的「集字遊戲」，就是分

別集滿「高、砂、麥、酒、會、社」的瓶蓋，可以換啤酒一瓶或刷子

一個。六個字當中，不論哪個字集滿十個，可以換啤酒杯、手巾香水

等之一。這樣的活動，相信大家應該都不陌生吧。高砂麥酒此舉震撼

了市場，其他各家啤酒商亦隨之跟進，獎金、贈品加碼更是不在話下，

像是高砂麥酒，為了衝高買氣，還有把總獎金提到三萬一千七百圓的

紀錄。  

當時傳入台灣的日本啤酒種

類眾多，包括朝日、三寶樂、

聯合、惠比壽等 

 而街頭巷尾的廣告宣傳更是不在話下，在日本時代的街頭上，已

經可以看到如現今一樣的啤酒促銷看板，對路過的民眾散發強烈的促

銷訊息。報紙上亦是天天刊載相關的促銷訊息，其熱烈程度絕不下於

今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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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這樣的激烈競爭，各個啤酒公司漸感吃不消。於是總督府出

面邀集各業者，組成一聯合販賣的機構 (現在聯合壟斷則是會遭到處

罰 )。業者們雖然贊成，卻因市場分配比例而無法立即達成共識，直

到 1930 年 2 月，「麥酒販賣株式會社」才告成立，採全島統一定價，

並指定特約店 200 家，形成「民間專賣」的情形。不過仍有些品牌不

願意加入，並反而以低於協定價格的方式來促銷，啤酒戰似乎仍是方

興未艾。  

 在強烈的競爭下，高砂麥酒在促銷之外，也致力於提升品質，特

聘麒麟啤酒的技師前來。在製作啤酒過程中，因需要冷卻，必須製造

冰塊，連帶有多餘的冰塊可供販賣，用來讓啤酒更加清涼，增加了一

項收入。 1927 年，債務團並派出代表團解決高砂麥酒多年的債務問

題，由大日本麥酒、麒麟麥酒等日本麥酒會社來打消其呆帳，並成為

大股東。如此一來，高砂麥酒性質逐漸轉變成為日本酒廠的在台分公

司。但改良技術、解決債務後，高砂麥酒的體質逐漸健全，成為一個

可以穩定獲利的酒廠。  

 到了 1933 年，總督府宣稱以往排除啤酒專賣的條件已經消失，

故決定其納入。由於民間專賣施行已有數年，各廠商和零售商並沒有

太大的反對聲浪。其實在日本國內，因為大環境的不景氣，幾個大廠

陸續合併或退出，如大日本麥酒會社與日本麥酒礦泉會社 (聯合啤酒 )

在 1933 年合併，後進的壽屋 (三得利的前身 )也退出啤酒市場，大環

境的改變，使得 1910 年代以來的啤酒熱潮，告一段落，業界競爭的

混亂局面漸趨安定。  

 啤酒專賣施行之後，高砂麥酒並沒有被納入專賣局中，專賣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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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銷售，啤酒仍包括高砂麥酒和日本啤酒。但總督府為了收入，仍

是強力促銷各式啤酒，如在 1935 年舉辦的「始政四十年紀念博覽會」

中，為宣傳專賣局所出品的各式酒類，在展場內有電動迴轉塔成列各

種美酒，並且還有模範商店，供民眾購買為此次博覽會特地發行的小

瓶裝紀念酒。啤酒商更設立了整整一區「酒廠」，有美女接待服務，

提供清涼啤酒來供入場民眾暢飲。  

 此外，1933 年時，專賣局向高砂麥酒訂購約 250 萬瓶的啤酒，到

了 1940 年，更是達到了 700 萬瓶，佔有市場的一半。高砂麥酒從創

建到啤酒專賣這段時間，發展可說是有起有落、峰迴路轉，最因後有

了專賣局這個訂單大且穩定的客戶，高砂麥酒最終得以順利繼續經營

下去。而在日本時代各式各樣的促銷下，啤酒這種清涼性飲料，也更

在台灣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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