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關於南方澳漁村 
 
    本章將對南方澳漁村的天然地理形勢與歷史、人文景觀發展過程進行一個粗

略的介紹。從南方澳漁村如何在日據時期因為天然環境上的優越位置而被開發成

為漁港、光復後漢人漁民大量從台灣各地移入南方澳漁村的空間分佈、漢人移民

在宗教信仰的情形、民國五、六○年代因台灣整體經濟工業發展隨之帶動的漁業

發達與漁村繁榮景象、以及民國八○年代以後因漁業資源衰退情形，大量年輕人

口外移，外籍漁工、外籍配偶填補漁撈產業人力需求等現象來觀看南方澳漁村的

過去與現在。 
 
2.1 南方澳漁村：一個大致上的描述 
 

南方澳漁村位於蘭陽平原南端盡頭蘇澳1灣內（圖一）。區域上的劃分，屬於

蘇澳鎮行政管轄範圍，由蘇澳鎮內二十六個里中的六里2所組成。從文獻上的記

載，南方澳在日本殖民時期建港以前，原先是平埔族—猴猴社蕃3在他處受到壓

迫後而移居來此地定居的聚落，當時漢人只有少數幾戶，因為地處偏僻、隱密，

是一個不易到達的蠻荒之地。 
 

 
                    圖一：研究區位置  資料來源：吳麗玲，1994：14 

                                                 
1 有關「蘇澳」地名之由來，有此說法：「在嘉慶年間有墾首蘇士尾者，統領壯丁入墾現蘇澳街區西方一帶，今地名之

『蘇』字即取其姓，『澳』字取聚落在岸邊靠水彎曲的地方，因以名」（洪敏麟（1980），台灣地名沿革，台灣省政府新

聞處印行，頁 447） 
2 目前在南方澳漁村的六個里分別為南寧、南安、南正、南建、南興、南成六里。 
3
猴猴族平埔族群，什麼時候遷移到南方澳定居，確實年代已難查考；日人安倍明義於調查記錄提到，猴猴族人原住花蓮

新港，約在 1838 年移居南方澳西北 4 公里的猴猴高地後來遷居武荖坑溪下游北岸約在 1851～1861 年間，又遷回南方澳

（安倍明義，1987；轉引吳麗玲 19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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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政府於 1922 年在南方澳開挖濕地，1923 年築成漁港後，南方澳的

平埔族則向南遷移，繼之而移入的是來自日本的漁民和蘇澳附近的漢人（吳麗

玲，1994：15）。來自日本的移民在南方澳漁村中扮演重要漁撈技術引進的角色，

在南方澳漁村中所發展出來的鏢旗魚和延繩釣4魚法至今在南方澳仍然相當重

要。南方澳漁港經日本殖民政府的開港後，成為台灣東部海岸相當重要的漁港，

東部地區的基隆、花蓮方面的漁船，每到漁汛期都會前往南方澳漁村附近海域作

業；因此，自南方澳建港以後，從台灣各地移入的人口不斷增加；在日據時期，

日本移民和台灣本省籍漢人成為南方澳漁村的主要人口組成。 
 
    1949 年台灣光復後，日本殖民政府的漁業移民被遣回日本，南方澳漁村的

人口組成乃轉變為主要以本省籍漢人為主。由於漁業資源與本身天然環境的優越

條件，光復後的南方澳漁港開始移入大量來自全台各地的移民，使南方澳漁村的

人口呈現大量且快速地成長，這樣快速移入南方澳漁村的人口現象一直到民國六

十九年以後才漸趨緩和（圖二）。 
 

    （民國/年） 

圖二：南方澳的人口變化（擷取自吳麗玲，1994：16） 

 
南方澳漁村原先只有南寧和南安兩個里。由於人口快速增加，民國四十四年

（1955 年）增編南正里，民國五十四年（1965 年）又再增編南興里；民國六十

四年（1975 年）因為中央政府徵收北方澳漁村（原為北濱里）為軍事用港，將

北方澳漁村居民整體遷村到南方澳漁村，因此再增設南建里與南成里，至此形成

目前南方澳漁村中的六個里（圖三）。 

                                                 
4 延繩釣俗稱「放緄」，是中國傳統漁法，清末隨著福建移民，將這種技術帶到台灣，日據時期從事延繩釣的漁船數最多，

是漁獲最大的漁法（蘇澳區漁會誌，200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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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南方澳各里的行政區界（擷取自吳麗玲，1994：17） 

 
    本文將南方澳漁村中六個里視為田野研究的同一單位，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南

方澳漁村因為西、南兩面環山，北、東兩面向海，蘇澳國際商港還未闢建之前，

南方澳漁村居民向外聯繫必須要翻山越嶺，這樣的地理環境足以造成南方澳漁村

自成一個地理區；更因為環繞漁港本身所形成的漁業聚落型態，讓南方澳漁村自

成一個特殊的漁業文化區。另外，南方澳漁村建港至今不過八十三年5的歷史，

漢人漁村也是在建港之後才逐漸形成，由來自台灣各地的本省籍漢人在當地形成

多樣化的人文色彩；而大陸漁工6與外籍漁工、外籍配偶進入南方澳漁村中則已

有二十多年7的歷史，因此在討論南方澳漁村人口現象的組成上，特別將外籍漁

工、外籍配偶納入本文討論的範圍之內。因為整體聚落形成的歷史短，因此透過

                                                 
5 根據文獻紀錄，日本統治台灣後，於 1921 年加以闢建成港、1923 年竣工，並獎勵日本漁民前來開發。 
6 引進大陸漁工以海上旅館方式經營，南方澳開全省風氣之先；民國八十一年二月間就以默默地著手經營，創始者是曾

被大陸判處勞改的李炳春（蘇澳區漁會誌，p131）。由於大陸漁工現在統一集中在南興碼頭的岸置中心，因此與當地居

民的互動相當有限，且限於法令（兩岸關係人民管理條例）的規定，大陸漁工無法自由上岸，因此，本文不納入大陸漁

工與當地居民相處情形上的觀察與訪談。 
7 根據田野訪談當地漁船業者與漁會承辦人員，南方澳漁村開始飲用大陸漁工約在民國八十年代即有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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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參與觀察與訪談的過程，較容易了解當地居民的組成以及外籍移工（民）與

南方澳漁村之間的互動關係。 
 
2.1.1 南方澳漁村的地理形勢與開發歷史 
 
　  南方澳漁村的開發歷史確切可考的歷史年代，因為史料上的缺失，所以真正

準確的歷史紀錄其實已無從考證；而漁港的開發則是要到日本殖民政府時期才開

始有史料記載。我就現階段可以找到有關記錄南方澳漁村的開發歷史文獻資料，

乃以過去記錄蘇澳地區提到有關南方（風）澳的古志（誌）來了解；以下就我所

收集到的史料自清朝時期的相關記錄，說明開港以前的南方澳漁村情形。 
 
    日治時代，蘇澳特別輸出港得用小船接駁，當時的南方澳還未建漁港，南、

北方澳，是兩個小灣澳，共有 350 平方公尺的水域，風平浪靜，可以避風湧，適

合商船碇泊（基隆港務局蘇澳工程處，1983：97）。多灣澳、海岬，北方澳和南

方澳兩個突出海岬，環抱蘇澳灣形式天成，建構成北方澳軍港、蘇澳國際商港、

南方澳漁港等多功能港市。位於蘇花斷層海岸北端的南方澳，海岬與沙灘是全台

最有名的沙頸岬地形，本來是個離岸島，後來因為砂石順著沿岸流在島嶼的南方

堆積，使島嶼與陸地相連，形成陸連島，地質景觀涵蓋沙灘、礁石、港澳、海蝕

平台……等，乃蘭陽平原海岸線中極富變化之特殊地段，海灣自然天成氣勢宏

偉，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王鑫，1990）。 
 
    南方澳，清朝時期稱為南風澳，位於蘇澳鎮東南約一公里，西南高山環繞，

北、東二面向海，天然地形隱蔽，自成一個地理區。在地理上，是一處陸連島，

山與島之間原是低窪的草澤，有一大一小兩個淡水潟湖，陸連島外大海汪洋，北、

南二面是海灣，對外交通阻隔（宜蘭文獻，65：4）。清朝時期的南風澳可停泊小

船，但人煙尚未稠密，漁船來往情形也不熱絡。陳淑均於《噶瑪蘭廳志‧卷二規

志‧海防》對南方澳的地理環境有如下的描述：「蘇澳：離城南五十里，為蘭界

東勢之盡頭，澳口即深水外洋，該澳內寬外窄，中有石礁鎖束，左為北風澳、又

為南風澳，皆可避風湧。當春夏間，內地漁舟、小商艇，亦有收泊於此者，相其

口道，似較便於烏石港，然人煙未能稠密，諸船亦不甚往來也。」（陳淑均，1968：

126）；又載：「相傳自明嘉靖 42 年（1563 年）間，林道乾冠海，曾踞數月，以夥

伴病損過多，始行徒去。自嘉慶 2 年（1797 年）春，洋逆蔡牽攏靠沙崙，上岸打

掠。12 年（1807 年）秋，朱濆謀佔為巢，來此竄泊。至 15 年夏，尚有賊幫再來

游奕。」（陳淑均，1968：126）。根據噶瑪蘭廳志上的記載，明清時期的南、北

方澳可能多為海盜所佔據，但詳細紀錄漢人到此定居的歷史資料則尚未有確實且

詳盡的記載。 
 
    日人田中直溫的調查指出，1909 年（明治 42 年）南方澳漁港築港前 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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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猴猴族8人 37 戶，男性 59 人，女性 65 人，共 124 人（田中直溫，1909：76）。 
田中先生的調查和陳淑均在《噶瑪蘭廳志》中的資料皆顯示，在尚未開港前的南

方澳漁港，這裡的居民多為海盜居住或是猴猴社蕃族所居住，並無明顯漢人移居

的歷史資料。因此根據史料的記載，可以證明南方澳漁村一直要到日人在此開墾

濕地、築成蘇澳漁港後，漢人才逐漸移入這個地區。今日南方澳漁村的前身即是

由日本漁民的移入形成了日據時期的蘇澳港漁村9及光復後從台灣其他各地移入

的漁民所發展而成。 
 
    南方澳漁村隸屬於蘇澳鎮境內，而蘇澳位在蘭陽平原的南端盡頭，古稱「港

口」、「東港」，腹地稱為「施八坑10」。漢人開墾蘭陽平原是由北向南推進，故蘇

澳的開發較平原的各鄉鎮來得晚。西元 1796 年（嘉慶元年）吳沙招撫三籍墾民，

率鄉勇二百餘人，進至烏石港以南（今日頭城），這是漢人開拓蘭陽之始。到了

1811 年蘭陽正式設廳後，漢人移入漸多，其開拓漸向南面、西南面山麓進行。

一支由羅東方向開墾，一支則向蘇澳方向，1817 年在蘇澳北面隘丁設隘開墾，

此時蘇澳一帶生蕃仍出沒無常；到了 1859 年墾地已到蘇澳白米甕以南（吳麗玲，

1994：18-19）。從這些對蘇澳的開墾歷史文獻中可以知道，漢人雖然曾在清朝時

期就來到蘇澳及南方澳，但並未停駐下來開拓這片化外之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地理環境上山脈的阻隔；一直到日本人殖民築港開發之前，南方澳漁村的主要居

住人口還是以猴猴族社蕃為主，漢人在此地落戶與開發是在日本人開港後才漸漸

發展成現在的漢人漁村型態。 
 
日據時期的開港與建設 
     

前文提到漢人大舉開發南方澳，是在日人開闢第一漁港之後。日據時期參與

開港的工人中，半數以上定居下來，隨後的漁業興起，帶來大量就業機會且各方

移民爭相湧入，讓南方澳漁村的漁業如雨後春筍般飛快發展。最早搬到南方澳漁

村的漢人據說是黃碰毛一家人，根據日據時期戶籍資料記載，黃碰毛，父親黃番

皮、母親黃陳氏杏生於 1872 年（明治五年，清同治 11 年）11 月 28 日。黃碰毛

家族，祖籍福建，原本住在宜蘭廳利澤簡堡猴猴庄土名猴猴三十二番地，即今之

蘇澳鎮龍德里，昔日為猴猴族聚落，故地名習稱猴猴，與猴猴族人住在一起。1879
年（明治 12 年，清光緒 5 年）12 月 15 日分戶，寄留在宜蘭廳利澤簡堡蘇澳庄

土名南方澳六十番地，也就是從龍德里搬到南方澳居住，直到 1889 年（明治 22
年，清光緒 15 年）12 月 15 日分戶，自立門戶（宜蘭文獻，2004：6-9）。 
 
    我在田野訪談中找到黃碰毛先生的嫡孫—耆老黃春生11先生口述祖父母時

                                                 
8 同註 15。 
9 光復前日人皆通稱南方澳漁村為蘇澳港漁村（吳麗玲，1994：18）。 
10 蘇澳本是生蕃地界，地勢險惡，瘴氣時生，其澳內地古稱施八坑。（白長川（1984）蘇澳開拓史，台灣文獻 35（4）） 
11 他是黃碰毛先生的嫡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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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南方澳漁村情況： 
 
        從我阿公搬到南方澳這邊算起來已經有 125 年的歷史了，我阿公剛到南

方澳時只是一個八歲的小孩。那個時候，平埔族大概有 20 多戶，漢人

的話就只有我們黃家一戶；當時是住在內埤（今昭安宮正前面），當時

有開墾一甲多的土地種植水稻，除了農忙時節外，農閒的時候可以捕魚

和撈一些貝類去賣，所以生活不成問題。……我阿媽黃陳阿招也經常提

起，當時的南方澳可以分為外埤和內埤12兩個湖，湖水都通到山下那邊，

所以當時的猴猴族人的房屋，多半是建在靠山邊的坡地之上。我們家因

為遷居到這裡比較晚，所以就住在現在昭安宮左前方的山麓（黃春生訪

談，2005/07/26）。 

 

耆老黃春生的訪談中可以知道，最早到南方澳漁村的漢人一開始也是過著農

耕的生活，因為後來漸漸地發展出牽罟13的技術，捕撈不少魚獲且天然資源上有

豐富的魚產，所以才開始發展漁業活動。黃春生說：「當時住在新馬一帶的黃家

族親，看到黃碰毛一家人遷到南方澳後吃住無憂，生活過得也不錯，先後都搬到

南方澳來。」。所以後來先後在南方澳漁村落居的多是黃家親族，漸漸地才與當

地少數幾戶漢人通婚，逐漸發展出漢人的漁村社會；但根據史料記載，當時在南

方澳漁村的漢人戶數不超過十戶，所以在日人築港以前的南方澳漁村可以說是不

為本省籍漢人所開發的不毛之地。 

 

日本人在建設花蓮港之前，曾經數度對蘇澳進行調查，原本擬在南方澳建築

大型港灣（包括商、工、漁等綜合型功能的港口）；但最終因為蘇澳三面環山、

一面向海，港灣形勢雖好，陸地條件卻不足，因此改築商港於花蓮，築漁港於南

方澳（蘇澳南面的灣澳）
14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發現宜蘭海域龜山島

15
附近

有豐富的漁業資源，日本人為了開發龜山島附近豐富的漁業資源，在日本政府大

正十年（1921 年）投下鉅額國費六百六十二萬日圓，開鑿南方澳濕地，並於大

正十二年（1923 年）築港工程大致完成。 

 

港址的所在，當時稱為外埤，本來就是一個大水泊，面積很大，從現在的南

天宮前，直到海邊的山丘腳下，南側連接內埤，於是挖成「丁」字形水域。工程

於 1923 年 6 月竣工，實際投資金額為 65 萬 5 千 5 百日圓。漁港分為兩個船渠，

第一船渠長 455 公尺、寬 72.72 公尺，水域面積 3.3 公頃，水深 1.82 公尺；第二

                                                 
12 當時從蘇澳進入南方澳沒有馬路，沿山下沙灘走，北邊是外埤，湖面呈橢圓形，範圍從現在的南天宮前，直到對面山

丘下的大晉造船廠，湖水清澈，湖內雜草繁茂，魚蝦很多。內埤較小，湖面較圓，從現在的昭安宮前，沿山腳到龍德造

船廠，同樣是水生植物豐茂，兩個潟湖之間有一條大水道相連，駕竹筏可以互通。（簡浴沂，2003） 
13 牽罟（也叫地曳網）：是移民從大陸傳來的捕魚方法，日據時代前，為沿海主要漁業（北方澳漁村：2003）。 
14 張劭曾（1952），台灣之漁港，台銀季刊，5（3）：279-280 
15 1895 年 6 月 21 日，日本天皇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令官率艦隊從蘇澳登陸，佔領宜蘭。總督府

發現，宜蘭外海有黑潮經過，湧升流帶來豐富的浮游生物，魚蝦聚集，是非常好的漁場，決定以南方澳漁業基地，開發

龜山島一帶海域（蘇澳區漁會，1956：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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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渠長 466 公尺、寬 45 至 109 公尺不等，水域面積 4.3 公頃，水深 2.7 公尺（胡

興華，2002：137） 

 

日本人在南方澳漁港的開港作業，需要大量的人力；而人力的需求便成為開

發南方澳漁村的另一項主要因素。根據當地耆老黃春生的說法，當時的日本人因

為語言不通，所以透過他的父親黃來成做為招募當地漢人的工頭；由於當時開港

的工作主要是以挖土為主，把外埤裡的土挖起、挑走，外埤有許多湧泉，地下水

旺盛，工人一邊排水、一邊挖土，工作環境艱難。每天開挖、挑土、排水的有五、

六百人上工。工人多就近住工寮，工寮也是沿著山麓而建，久而久之，有的工人

因為工作環境與原先住家的交通不便利，乾脆舉家搬遷到南方澳居住，漢人開始

漸漸地在南方澳漁村落戶，人也漸漸跟著多起來，外地前來這裡做生意的、賣小

吃的也不少，所以南方澳漁村一下子成了近千人居住的熱鬧漁村。 

 

第一漁港開港之後，總督府原寄望發展台灣北部漁業，但漁港完成啟用初

期，僅基隆地區及日本漁民冬季捕鮪魚、旗魚時停泊，2、3 月漁期過了，隨即

離去，無法在南方澳生根，夏季漁港則閒置。為了加快東部、東北部漁場的開發，

總督府於 1926 年擬定漁業移民計畫，總督府補助台北州 3 萬日圓，從日本太平

洋沿岸的高知、宮崎、鹿兒島等縣，招募漁民到南方澳港自由經營漁業，同時，

清除水道和港口暗礁，在航道出口設置燈台，港內設有浮標燈柱，並輔導民間供

水，在原五洲造船廠建一加油設施供應燃料油，造船所的設備及其他日用品的供

需，漸趨完善（胡興華，2002：138）。隨著日本政府有計畫地在台灣北部、東北

部的漁業移民，南方澳漁港的漁業設施與漁港開發也漸趨完整；日本漁民帶來先

進的捕撈技術，漁業興起，魚市場、曳船場、鰹魚加工廠等公共設施逐漸完善，

小琉球、澎湖籍寄泊漁船，多數定居下來。漁業從業人口亦隨之激增，1934 年，

南方澳已是居民 342 戶、人口 1296 人的大漁村（ibid，2002：137）。 

 

光復後建設的第二漁港與第三漁港 

 

日據時期僅開發南方澳漁港為第一漁港，但日據時期隨著日本政府有計畫移

民日本沿海各縣的先進漁撈技術漁民，已經使得南方澳漁船技術從原先的人力漁

船邁入動力漁船的時代，為台灣沿近海漁業與遠洋漁業奠定基礎。1945 年台灣

光復後，政府推動漁船放領，放寬漁業貸款，使大東亞戰爭受創的南方澳漁業再

度起飛。到 1952 年，南方澳大小漁船已增加為 7 百多艘，原有港渠嚴重不足，

船擠船、船撞船，糾紛迭起，台灣省農林廳、漁管處、農復會、宜蘭縣政府、基

隆港務局共商，決定再開闢一座漁港。經多次踏勘，選定內埤為新港址，總工程

費用預估需 650 萬元，其中，受益漁民分攤 300 萬元、農復會補助 70 萬元，餘

由漁管處負擔，省漁業處、農復會、省交通處、基隆港務局和宜蘭縣政府，共組

「築港委員會」負責推動（宜蘭縣政府，1961：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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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漁港工程分二期施工，第一期於 1955 年 4 月 15 日發包，5 月動工，預

定次年 12 月 15 日完工。之後，縣府以礁石開炸、增加機械為由，申請追加 469,950

元 8 角 1 分。漁民分攤部分，從每日魚獲交易中扣除百分之四，從 1954 年 4 月

起實施，不到一年即已徵足 3 百萬元。第二期工程於 1957 年秋發包，工程費 315

萬 8 千元，一、二期都是林振成營造廠得標，第一期工程因用料、變更設計等因

素，拖延了一年多仍未完工（ ibid，1961：64-74）。第二漁港的開港作業因為當

時的宜蘭縣長甘阿炎傳出弊案，而有所延宕；後又經民國四十七年溫妮颱風來

襲，沖毀新舊港之間的土堤，讓築港工程完工日期一再延後，最後終於在 1959

年 3 月完工，前後歷時四年的時間。內埤漁港的落成即稱為南方澳第二漁港，從

此，南方澳內、外埤都成為漁港。 

 

國民政府光復台灣之後，第二漁港的完成奠定了南方澳漁村繁榮的開始，這

個時期的南方澳漁港開始進入以漢人為主要組成人口的漢人漁村。1963 年，基

隆港務局統計宜蘭縣一年的貨物裝卸量約 8 萬公噸，貨源以蘇花航運線為主，貨

船泊靠、貨物裝卸，都在南方澳漁港碼頭。而南方澳第一、二漁港，碼頭總長約

2,063 公尺，航道與港域水深 1.8 至 2.7 公尺，只能通行小型貨輪，環島航線的大

型船隻，無法航行。1964 年，南方澳大小動力漁船有 778 艘，進出十分頻繁，航

道過度擁擠，船隻互不相讓，貨輪裝卸空間受到擠壓，等待船席時間過長，深為

不便。便適應地方發展需求，交通部選定第一漁港北邊的海灘修築小型商港，1965

年 7 月獲中央核准，正式施工，於 1973 年 6 月完工，即為南方澳第三漁港的前

身（基隆港務局蘇澳工程處，1983：97）。 

 

1973 年 5 月 26 日，當時的行政院長蔣經國與省主席謝東閔視察蘇澳，聽取

簡報後，指示從速規劃蘇澳港。1974 年 7 月 1 日正式動工，納入國家十大建設，

第一期工程施工時程 5 年（基隆港務局蘇澳港分局，2001：12）。1983 年 6 月，

港域面積 4 百萬平方公尺的蘇澳港興建完成，工作船移泊第一港渠，貨輪也陸續

靠泊商港，小型商港空出，不少漁船前往泊靠。眼見地方漁業發展飛快，泊地嚴

重不足，1984 年，基隆港務局同意小型商港船渠，連同倉庫，撥交宜蘭縣政府，

供漁業使用，成為現在南方澳的第三漁港；小型商港移作第三漁港後，遠洋漁業

興起，單拖鐵殼船、深海延繩釣船、大型圍網船組接連進駐，開創南方澳漁業輝

煌的一頁。政府大力興建國宅，南安、南正里一帶，房屋櫛比，呈現一片繁華景

象（宜蘭文獻，2003：17）。至 1984 年，南方澳漁村現有的三個漁港大致發展完

成，第一漁港做為一般漁船停泊的主要停靠區；第二漁港則成為沿近海漁業「現

撈仔16」漁船的主要停泊區；第三漁港則是遠洋漁業大型圍網漁船的主要停泊區。 

 
 

                                                 
16 現撈仔（台語）：是當地居民對當天或一星期內出海返航的魚獲物統稱，這些近海漁業的魚獲物主要集中在南方澳內

埤第二漁港銷售，也是觀光客購買新鮮魚獲的主要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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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南方澳漁村與漁業的關係 
 
    光復後，南方澳已經在日據時期發展成東部最大且重要的漁港；因此，隨之

而來的是台灣其他各地的漁業從業人員紛紛到南方澳漁港從事漁業捕撈與發

展，這些從台灣其他各地來南方澳的漁民，日後雖不見得在南方澳定居，但在魚

法上的交流，使得南方澳的魚法更為豐富多元。同時隨之發展的漁業相關行業或

組織，如造船廠、鐵工廠、魚產品加工廠和漁會等的發展成形，讓南方澳漁村與

漁業相關行業組織的體系更形完整。 
 
造船廠與鐵工廠： 
 

南方澳最早的造船廠，是 1936 年間，日本人開設的川崎造船廠、福島造船

廠、川鈿鐵工廠，生產動力漁船，距今已有六十五年以上歷史。太平洋戰爭發生

後，1943 年，日本軍部徵調南方澳三家造船廠、兩家鐵工廠，合併成一大型造

船廠，與軍事結合，合為蘇澳造船廠株式會社，日本政府與基隆的台陽企業合資

經營。蘇澳造船廠創設於民國三十二年五月，初稱蘇澳造船株式會社，資金為舊

台幣一百萬元，本省籍民股十分之九，日本人投資十分之一，台灣光復，日本股

份全數退出（ibid，2004：110）。然而，現在的鐵工廠及造船廠，隨著漁船船隻

的構造材料改變以及漁業從業人口的減少，民國九十三年南方澳地區目前還有從

事造船作業的只剩下增福與大晉兩家造船廠。 
 
與造船廠息息相關的是船機修造鐵工廠，宜蘭縣造船業集中在南方澳，是台

灣最早生產動力漁船主機的所在，所生產的燒玉式17柴油主機銷售全台灣，四十

一年起銷往新加坡等國，技術能力東南亞馳名（蘇澳區漁會誌，2004：107）。昭

和十年（1935 年），台北縣南港人陳雨霖到南方澳開設鐵工廠，是台灣人自行開

設的第一家鐵工廠。昭和十五年（1940 年），日本人開辦的蘇澳鐵工所，因負責

人的母親生病，商請侯餘文和王德義買下，稱為新蘇澳鐵工所。次年，接受黃來

成委託，製造二十五馬力的「南榮號」漁船引擎主機，是南方澳第一具自製的漁

船主機。日治時代，造船的關鍵技術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南方澳造船業興盛，

雨林造船廠出生的侯餘文是大功臣，大家稱他「福州文仔」，他開設的鐵工所執

船機界牛耳，光復後稱為蘇澳鐵工廠，退休後由兒子侯昭源接手。光復前，宜蘭

縣只有兩家鐵工廠，一家台灣人開設的雨林鐵工廠，一家是日本開設（ibid，2004：
114）。 

 
民國六○年代南方澳漁村因為漁業發達，進而吸引眾多與漁業相關產業進入

漁村，鐵工廠生產漁船用引擎也在此一時期開始蓬勃發展；然而，隨著海洋漁業

                                                 
17 燒玉式柴油主機：燒玉式內燃機是蘇澳鐵工廠所根據日本製引擎改良而成，改良後的機組預燃放率提高，性能穩定，

比日本原廠生產為佳，回銷日本，暢銷東南亞（蘇澳區漁會誌，20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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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與漁業從業人員的減少，鐵工廠在經營上出現困難，民國九十三年營運最久

的三剛鐵工廠18結束營業，由鐵工廠經營者之一廖心賀先生的長子—廖大慶先生

接手並轉型為三剛文物館，南方澳漁船引擎鐵工廠就此劃下句點。 
 
漁會與漁業組織： 
    
    南方澳漁會的成立是在 1923 年（民國十二年），蘇澳郡北方澳漁民中重（日

人）等八十人，以每股 10 圓（日圓），計 5000 股，共 5 萬日圓總股金，成立蘇

澳漁業組合，購買發動機船二艘作業。1927 年依據日本漁業組合法令，在南方

澳漁港成立蘇澳漁業組合，是現在蘇澳區漁會的前身，後改為漁業協同組合，民

國 32 年（1943 年）改為蘇澳漁業會。 
     
    日據時期蘇澳郡之漁業組合尚有成立於 1927 年 3 月之「蘇澳漁業移住者組

合」；成立於 1932 年 11 月之「南方機船漁業者組合」；成立於 1933 年 11 月之「南

方澳小型漁船組合」。光復後，蘇澳漁業會一度改稱漁業公會，但依法未合，至

民國 35 年 8 月改組，劃分為台北縣蘇澳鎮漁會、台北縣蘇澳漁業生產合作社兩

組織。民國 39 年間，政府為健全漁業團體組織，合作社歸併入漁會，同年 5 月

27 日，改為宜蘭縣蘇澳鎮漁會。民國 44 年 5 月，政府頒佈改進全省各級漁會命

令，蘇澳鎮漁會奉令改組，同年 7 月 15 日完成，改稱「宜蘭縣蘇澳區漁會」，下

轄蘇澳鎮 24 里漁業人口二千三百八十餘戶（蘇澳區漁會誌，2004：46-47）。 
 
魚產品加工廠： 
 
    日本政府於 1909 年到 1913 年，輔助蘇澳水產罐頭加工、鹽藏品加工，連同

澎湖共六千五百萬日圓，奠定蘇澳水產加工基礎。民國四十八年，蘇澳區乾魚加

工共六十六家，蘇東里沿海十一家，東、南澳八家，南方澳三十五家，港邊里七

家，五結沿岸五家（蘇澳區漁會誌，2004：195）。 
 
    從以上對造船廠、鐵工廠、漁會組織、魚產品加工廠的簡短歷史回顧中，可

以看到南方澳漁村與漁業之間的關係乃是建立在日據時期的殖民開發基礎上；換

言之，日本政府對於蘇澳區南方澳的開發與建設已經為南方澳漁村在光復後的漁

業繁榮景象奠下基礎，並進而促成日後南方澳漁村在民國六○年代與七○年代發

展成盛極一時的繁華漁村。 
 
 
 

                                                 
18 三鋼鐵工廠乃由原喜生鐵工廠技師廖心賀、馮輝通、林添金三人於民國五十一年在漁港路創設。民國九十三年結束營

業後，現由廖心賀兒子廖大慶將鐵工廠保留原貌，轉型為地方博物館與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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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方澳漁村移入人口的空間分佈 
 
前文提到有關南方澳漁村開發的歷史與漁業之間關係的探討，可以確定南方

澳漁村中多數村民多為本省籍漢人所組成，且都是在日據時期開港以後，才陸續

從宜蘭縣境內與台灣其他縣市逐漸遷移所組成的漢人漁村型態。人群之間的互動

明顯會受到空間的「接近性」所影響，因為居住環境上的鄰近，使得人群之間會

有所互動與來往、接觸甚至互通有無。本節要探討的即是南方澳漁村不同來源地

移入人口的遷移現象，除了著重在確認來源地的空間差異和了解不同來源地的遷

移過程外，同時也要整理不同來源地的移入人口在移入地的空間分佈型態。 
 
2.2.1 開港後移入人口的來源地與空間分佈  
 
日據時期的人口移入分佈與來源 
 
    南方澳於日人築港之前，只是個數戶漢人的小漁村，根據蘇澳戶政事務所日

據時期南方澳本籍資料的整理，約有五戶是建港前就居住於此。當時另一個族群

是前述的猴猴社蕃，共三十七戶。漁港完成後，漢人漸移入，漁村人口尚不多。

此時又正值日本國內漁業不景氣，所以日本政府為了利用及繁榮這個完成不久的

新漁港，在大正十五年（1926 年）及昭和二年（1927 年）兩年間，從高知、愛

媛和長崎等各縣招致四十九戶的移民（參見表一），堪稱是日本在台灣本島「官

營漁業移民」的嚆矢。此官方移民分兩回，第一回是大正十五年全部來自高知縣

二十戶的移民，第二回是昭和二年來自愛媛（18 戶）、高知（6 戶）、大分（2 戶）

及長崎（4 戶）共三十戶移民。日本政府有計畫地移民日本漁民到南方澳之前，

琉球的漁民即已來到南方澳。沖繩系統的漁民在很早便到遠洋從事漁撈，移民遠

方的國度，日人據台之前，已有來到南方澳的沖繩漁民，是屬於自由移民，到了

日據時代，也出現總督府管理的官方移民，前者和後者分別聚成聚落（吳麗玲，

1994：28）。 
 
表一：日本移民村四十九戶的概況 
縣別 高知 愛媛 長崎 大分 鹿兒島 合計 
移住時 
人口數 

26 戶 
114 人 

17 戶 
56 人 

4 戶 
22 人 

1 戶 
2 人 

1 戶 
4 人 

49 戶 
198 人 

現住戶 
人口數 

24 戶 
139 人 

10 戶 
36 人 

4 戶 
27 人 

1 戶 
3 人 

1 戶 
5 人 

40 戶 
210 人 

減▽ 
增△ 

▽2 
△25 

▽7 
△20 

▽-- 
△5 

▽-- 
△1 

▽-- 
△1 

▽9 
△12 

資料來源：轉引自吳麗玲，1994：29（佐佐木武治，1934，昭和九年），蘇澳漁業移民的現狀，

台灣水產雜誌第 295 號，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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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田野訪談當地耆老黃春生有關日據時期日本移民村的所在位置，耆老黃

春生指出乃是在今日南興里華山 4-7 巷，現在仍稱此地方為「移民仔」，當時當

地屋舍聚落整齊陳列，但現在已經不復見，已成為本省籍漢人的聚落。 
 

    日本官方移民後，漁港陸續完成其陸上設備（儲水庫、重油槽、給水設施及

魚市場等），頓時移住到此的日本漁民不斷增加，在昭和九年（1934 年）曾高達

342 戶，1296 人，昭和十四年（1939 年）達 400 多戶。若再加上台灣人移住的

漢人，南方澳由原本僅十數戶的小漁村，儼然已成一個大漁村（ibid，1994：29）。 
 
光復後的人口移入分佈與來源： 
 

光復以後，南方澳的移入人口來自全省各地，光復以後人口的組成除了仍以

宜蘭縣鄰近海岸的漁村佔較大部分外，來自南部的澎湖望安鄉和屏東小琉球共

200 多戶的漁民和其他地區的移民共同組成南方澳的人口。人口移入的高峰期大

致和南方澳漁法的發展有密切的關係，兩者的發展互為因果，即人口的移入多因

南方澳欣欣向榮的漁撈活動，而移入人口因來源地差異也間接或直接地影響到南

方澳漁撈活動的發展。南方澳巾著網19的發展提供蘇澳鎮附近鄉鎮居民另一謀生

的好機會，他們不僅使巾著網更加發達，同時也影響了流刺網20在南方澳的發

展；民國四○年代興起的手釣鯖魚吸引小琉球和澎湖人不遠千里而來；接著是五

○年代的單拖網21和撈珊瑚22漁業活動，前者是因和高雄地區交流而有此漁法發

展，後者則讓澎湖人「趨之若鶩」；在南方澳有相當多移住人口的壯圍人口也和

流刺網在南方澳的發展有密切的關係；雙拖法23也差不多在此時由頭城大溪傳進

來，南方澳的漁撈活動日趨多元化；民國六○年代中期大型圍網的引入，雖未對

人口的移入帶來明顯的影響，卻帶動許多相關行業的成立和發展（宜蘭縣蘇澳鎮

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1997：3-5）。 
 
南方澳的人口發展至今已漸呈現負成長，這個現象說明近十年來因漁業景氣

較差，故移入人口顯著地減少，相對地，陸地上的就業機會多，加上漁民普遍的

價值觀都是不鼓勵自己的下一代從事不分日夜、鹹濕的漁業，寧願他們的子弟在

陸地上找工作。因此，目前南方澳漁業人口(實際作業者)的年齡組成以 50 歲左

右的漁民為主力，40 歲以下的漁民已不多，若是 30 歲以下者更是少之又少（ibid，
1997：3-5）。從《宜蘭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上對光復後南方澳漁

                                                 
19 巾著網（圍網）的作業方式創始於美國，後來傳入日本，捕撈成績非常良好。巾著網（漁民俗稱牽網或卡網）整組作 
業所需要的全部配備，包括漁船、漁網，以及 20 多位船員等（宜蘭文獻雜誌 66 期，2003：34）。 
20 流刺網：流刺網是流網與刺網的統稱。流刺網在蘇澳區漁民俗稱「放苓仔」（台語），日據時期多用流刺網捕魚，網小，

魚獲量較少，現代的流刺網規模很大，作業方法也多（蘇澳區漁會誌，2004：146）。 
21 單拖網：拖網漁業，南方澳漁民俗稱「卡挖仔」（台語），有多種作業型態，蘇澳地區以單拖網、雙拖網、近海小單拖、

快速網等為主（蘇澳區漁會誌，2004：148）。 
22 撈珊瑚：打撈珊瑚的漁具，分為網地、沉石、連結索、曳繩四部分，網地為尼龍製目大十二公分，沉石約三十台斤重，

以鐵絲製框並繫環眼，俾可結附網片，每一沉石結附四片，連結索及曳繩皆使用尼龍索（蘇澳區漁會誌，2004：165）。 
23 雙拖網：一般可將雙拖的漁網分成專門補吻仔魚和底棲魚這兩種，南方澳較普遍的雙拖網是捕吻仔魚這種（吳麗玲，

19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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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來源的討論，我發現這些從台灣其他各地來南方澳漁村定居落戶的漢人移

民，大多因為漁法的發展與豐富魚撈資源的吸引，而選擇從原生地搬遷到南方澳

漁村定居，至於在空間上的分佈，則因遷入時間的早、晚，影響狹小漁村中有無

形成原鄉居民聚集的可能性。 
 
光復後的南方澳漢人移民多數屬於自願移入的情形，但民國六十四年的龍淵

計畫24改變了北方澳人的命運，此項計畫將原與南方澳相望的北方澳居民全村遷

居到南方澳漁村。在北方澳成立一六八艦隊部、蘇澳造船廠、後勤指揮部、防空

陣地等，合稱海軍「中正基地」，成了軍事要塞，北方澳人自「龍淵計畫」後成

了南方澳人（蘇澳區漁會誌，2004：22）。 
 
未遷村前，北方澳計一百五十八戶，使用土地面積三五三四.九一六坪，其

中私有地一九六二○.四一坪，公有已登錄地一○○八.八五八坪。遷村後，共兩

百戶，北濱一村一○四戶，基地面積二一二四坪，建築面積三四四三.五○坪，

容納原北方澳在自有土地居住之住戶（北方澳漁村，2002：61）。龍淵計畫改變

了北方澳近兩百戶家庭的生活地點；從此，蘇澳地區原有的兩處漁港（南、北方

澳）只剩下南方澳漁港，而隨著北方澳居民的遷入，南方澳漁港也更加熱鬧與繁

華，移民人口與當地居民的衝突情形也隨之而來。 
 
2.2.2 移入人口在南方澳漁村的空間分佈 
 
    南方澳自 1923 年建港以來人口即不斷地移入，由日據末期的戶籍資料統計

可知除去日本的寄留戶，本省籍的共有 403 戶，這 403 戶中有 294 戶是來自今日

宜蘭縣的各鄉鎮，即佔了 72.95％，另外基隆市有 42 戶（10.42％），其他的 67
戶則零星來自台北或花蓮地區，唯獨有 4 戶是來自澎湖廳，雖然只有 4 戶，但因

澎湖的地理位置在台灣海峽與位在東海岸的南方澳有著很大的距離，這種移動情

形和來自宜蘭縣及其周圍的台北縣、花蓮縣是有所不同的。光復之初，日人多已

遣回日本之後，南方澳的人口組成以來自宜蘭縣各鄉鎮的移入人口佔主要部分。

光復後到民國 82 年間持續有外來的人口移入，根據民國 82 年底蘇澳戶政事務所

的戶籍資料統計，可以發現這些移入人口雖仍以來自宜蘭縣的佔較多數，但在比

例上已由日據末期的 72.95％降到 46.27％，相對地，來自台灣西部的移入人口在

日據末期僅有數戶，光復以後明顯地增加，可以發現來自屏東、澎湖的移入人口

都超過一百戶，使得南方澳的人口組成益形複雜（吳麗玲，1994：56）。 
 
    移入人口因為背景的差異，在移居南方澳漁村是否會呈現出同來源地的移入

人口聚居在一起的現象？吳麗玲（1994）在其論文中將移入南方澳漁村的移民分

                                                 
24 簡單說，就是海軍建軍計畫，在北方澳成立一六八艦隊部、蘇澳造船廠、後勤指揮部、防空陣地等，合稱海軍「中正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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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緣關係型」與「機能同質型」兩類。根據吳文中指出：地緣關係型的來源

地和移入地（南方澳）在空間上是相當接近的，而機能同質型則強調來源地和移

入地都具有漁業機能顯著的特色。吳在其論文中對於宜蘭地區去除位在內陸不靠

海的鄉鎮25後，認為多數現居南方澳漁村的人口主要以機能同質型和地緣關係型

的蘇澳鎮居民移入南方澳漁村最多；另外，宜蘭縣境內壯圍鄉、五結鄉、頭城鎮

因為毗鄰海邊，有較多從事漁業相關活動的居民，所以移入南方澳漁村定居的比

例遠較宜蘭縣內其他鄉鎮為高。 
 
    除了本縣（宜蘭縣）內的地緣關係型移民外，從外縣市移入南方澳漁村定居

的移民則多屬於離島漁民，其中又以屏東縣小琉球以及澎湖漁民居多；根據我的

田野訪談資料所得，這些從澎湖與小琉球地區移居南方澳的耆老及其後代多半認

為，移居台灣本島生活對於離島地區的漁民來說，乃是因為早期離島居民生活相

當困苦，再加上漁船本身停泊上的困難，所以離島地區的人口外移情形一直以來

均相當普遍。 
 
    移入人口根據原先居住地（原鄉）的不同而在南方澳漁村中分屬不同的位

置；根據吳麗玲（1994）的調查發現，移民多半會因為親戚、朋友關係的互相通

報與引薦而移入南方澳，因此多半會集中居住在一個聚落附近26；但隨著南方澳

漁村第一、二、三漁港的逐漸開發，移入人口的空間分佈也已經不再特別明顯。

所以現在要去特別區分從小琉球、澎湖、高雄等外地移民在南方澳漁村所形成的

聚落並不容易、最主要的原因，根據我的田野觀察與訪談過程中，居民認為現在

在南方澳漁村中的老一輩漁民很多其實都已經不在了（意指死亡），再加上從外

地移民到此地居住漁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孫可能都已經轉業，搬離南方澳漁村

了，所以現在要去判斷移民居落的集居地顯得已經不若當初明顯。 
 
2.2.3 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在南方澳漁村的出現與空間分佈 
 
新移工的到來—東南亞外籍漁工 
 

南方澳漁村自民國八十年代起因為漁業資源枯竭以及大量青壯年人口轉業

外移的情況，傳統漁撈產業對於人力的訴求乃轉向對中國大陸地區的大陸漁工人

力需求，整個南方澳漁業的人力需求模式因而進入新的紀元。由於大陸漁工的田

野研究受限於「兩岸人民關係管理條例」的限制，使得在南方澳漁村中較難於日

常生活中直接接觸到大陸籍漁工，所以排除大陸籍漁工在本研究的討論範圍。而

外籍漁工的引進也隨著政府對於東南亞各國開放的腳步與遠洋漁業、近海漁業對

漁工的需求而有所不同，泰國、印尼、菲律賓、越南等國的外籍漁工隨著政府對

                                                 
25 指羅東鎮、冬山鄉、宜蘭市位居宜蘭縣境內部臨海的鄉鎮。 
26 如南建、南成兩里為北方澳漁村移民；小琉球、澎湖移民多分佈在南寧、南建和南成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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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的漁工開放而依序進入南方澳漁村。南方澳漁船雇主因為本身所從事的遠、

近海漁業不同以及政府對於東南亞各國外籍漁工開放腳步的不一，因此，對於外

籍漁工在國籍上的需求也就有所不同，遠洋漁業早期偏好泰國、印尼籍漁工，近

年來則多數選用菲律賓籍漁工；沿近海漁業在早期則多擇用印尼籍漁工，近年來

因為大量開放越南籍漁工，所以現在沿近海漁業的外籍漁工多為越南籍漁工。泰

國、印尼籍漁工由於開放時間較菲律賓與越南籍漁工早，加上政府以開放外籍勞

工做為國際外交上談判籌碼的因素27，在南方澳漁村現階段已經很少見到此兩國

籍的外籍漁工，多數現存南方澳漁村中的外籍漁工為菲律賓籍與越南籍。 
 

外籍漁工在南方澳漁村的空間分佈，因為在移入該漁村的選擇過程中沒有充

分的自主性，所以多半隨著雇主的漁船所在地而有所不同。透過國籍上的區分可

以將不同國籍的外籍漁工在日常生活的休憩地與居住地作一個簡略的區分。多數

菲律賓籍漁工在南方澳從事遠洋漁業大型圍網的工作，分佈在第三漁港大型圍網

漁船停泊區；越南籍漁工則分佈在第一漁港與第二漁港的沿近海漁船停泊區；大

陸漁工則在民國九十二年時統一進入南興碼頭的岸置中心，但仍有少部分大陸漁

工依舊住在海上旅館。 
 
新移民女性的出現—東南亞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在南方澳漁村的分佈情形，其實相當程度上和外籍漁工隨著政府對

東南亞人民開放的政策相雷同；早期多從印尼、泰國、菲律賓等東南亞諸國引進

外籍配偶，近年來則隨著政府對越南國民的開放，而逐漸出現大量的越南籍媳

婦，成為現在南方澳漁村中外籍配偶的主要大宗。外籍配偶在南方澳漁村中的空

間分佈很難有精確的國籍區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戶政單位在統計資料上只註記

外籍配偶，沒有對國籍特別加註，我們只能透過戶政資料中看出南方澳六個里中

的「外籍新娘」人數比例（表二）。 
 

表二：南方澳漁村六里外籍配偶人數統計 
南方澳漁村六里 外籍配偶人數 

南正里 41 人 

南安里 25 人 

南成里 35 人 

南建里 53 人 

南寧里 43 人 

南興里 75 人 

總數 272 人 

資料來源：蘇澳鎮戶政事務所，本研究整理（2005/05 月份統計調查） 

                                                 
27 詳見曾嬿芬《引進低階外勞的國族政治：客工計畫的形成》一文。台灣社會學刊，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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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外籍配偶因為當地居民對於女性婚配對象的需求，而輾轉進入南方澳漁

村中的家庭；從過去對於外籍配偶的研究（夏曉鵑，2003；王明輝、蔡明惠，2004）

中指出，這些迎娶外籍配偶的台灣郎，多半是從事低階技術的中下層勞工階級，

其中在農村、漁村等年輕人口外移嚴重的地方，特別有此一現象。另外，現在南

方澳漁村中的人口中，有相當多外籍配偶與台灣郎所生養的混血第二代，這些新

生的第二代就我訪談南方澳當地國小校長得知，比例上其實已經佔居三分之一

強，顯見南方澳漁村內人口外移的嚴重現象以及外籍配偶與其婚生子女在南方澳

漁村中所佔據的明顯位置。 
 
2.3 南方澳漁村的宗教信仰情形 
 
    宗教的信仰與移民和原鄉之間的關係是牽扯不斷的，這一點從張珣（2002）

《大甲社區的研究：以媽祖進香活動為例》一文對大甲媽祖的信徒社群研究可以

看出祭祀圈所包含的地方社群遠大於過去固定疆域範圍的社區概念。換言之，移

民社群在進入新的異鄉時，宗教上的歸屬與精神層次上的依靠透過宗教的聯繫，

往往為其帶來心靈上的連結，維持與原鄉之間的想像是一種抽象的心靈歸屬，可

以讓移民在離開原鄉之後，透過宗教活動節慶的參與繼續保持與原鄉之間的想像

空間。 
 

宗教信仰在漁村中的重要性，在過去對漁村研究的文獻中，漁村宗教信仰與

人民之間的關連性一直以來都有相當多的討論（林美容，2003）；而南方澳漁村

的宗教信仰與寺廟發展情形，也是隨著漢人的進入而漸漸地出現各種在地廟宇與

往後從台灣其他各地移入的漢人移民廟宇。在這裡，我試圖從日治時期南方澳漁

村宗教發展的情形與寺廟成立的歷史，來了解南方澳漁村中複雜多元的寺廟情

形；由於宗教信仰的研究牽扯層面相當廣泛，在本篇論文中僅就當地宗教信仰的

發展歷史與漢人移民和宗教寺廟之間的關係進行討論，試圖想要突顯與討論的乃

在於宗教寺廟發展的過程中，漢人移民廟宇與原鄉之間的連結關係，並且做為當

地居民對南方澳「地方感」想像的依據。其中，同屬於媽祖信仰系統的南天宮與

進安宮兩廟宇在地方上的角力與地方感的想像過程，呈現出宗教與地方居民之間

的強烈連帶關係，這個部分我將在第四章中加以分析與討論。 
 
2.3.1 漢人移民和原鄉的宗教連結 
 
    南方澳漁港經過日據時期的開港，以及往後從台灣各地移入的人口現象，這

些陸續移住南方澳的人群，不僅豐富了當地的人口組成，帶動漁業活動的發展，

更增添了民俗宗教信仰的色彩。南方澳現有的 12 座廟宇和兩間基督教與天主教

教堂中，大部分是由外地分靈而來的，也就是主祭神的來源地和移入人口的來源

地有著密切的關係（表三）。我發現傳統宗教信仰，對於過去漢人移民南方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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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佔有的一個重要角色，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乃建立在居民與原鄉之間宗教信

仰的不可切割性。 
 
表三：南方澳漁村的廟宇與教堂 
廟名 主祭神 建廟時間 所在位置 祭祀圈 主 祭 神 來

源 
南天宮 媽祖 民國 42 年 南正里 南方澳 向 天 庭 請

神 
進安宮 媽祖 民國 64 年 南正里 北濱一、二

村 
北 方 澳 遷

村 
昭安宮 太子爺 日據時期 南建里 南方澳 海邊撿到 
池碧宮 王爺 民國 71 年 南興里 小琉球人 小 琉 球 分

靈 
鎮安宮 古公三王 民國 40 年 南安里 南安里 二結分靈 
鎮南廟 古公三王 民國 61 年 南成里 文化巷 二結分靈 
南仙宮 呂洞賓 民國 53 年 南成里 新化巷 小 孩 塑 泥

像 
漢聖宮 田都元帥 民國 53 年 南成里 龜山島人 頭城分靈 
上蒼宮 天公 民國 80 年 南正里 南正里（私

人廟壇） 
向 天 庭 請

神 
金龍寺 佛祖 日據時期 南正里 南正里 日 人 的 佛

像 
城隍廟 城隍爺 日據時期 南建里 南建、南寧

里 
日據時期 

大眾爺 大眾爺 民國 64 年 南建南寧 北濱一、二

村 
北 方 澳 遷

村 
天主教堂 耶穌基督 民國 43 年 南成里 南 方 澳 漁

村 少 數 居

民 

傳 教 士 傳

入 

基督教堂 耶穌基督 民國 77 年 南正里 南 方 澳 漁

村 少 數 居

民 

傳 教 士 傳

入 

資料來源：吳麗玲（1994：188），我加以修改補充 

 
    遷移的行為不僅是居住地點的改變，更重要的是遷移者必須面對新社會的風

俗與規範。從南方澳漁村中的觀察中，可以發現現存多數的廟宇和移民之間維持

一定的關係；然而，有些廟是因人類在與自然奮鬥過程中所產生的挫折憂慮心

理，欲藉由宗教信仰來使人類社群生活更美好，或基於感恩，祈福消災的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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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資建庇，向天請神來奉祀；有些廟宇則是漢人移民在移入南方澳後透過分靈、

分香、分火等方式，在南方澳漁村建立與原鄉主祭神相同的漢人移民廟宇。我在

這邊將南方澳漁村廟宇分為「在地」本身廟宇和「漢人移民」移居所建廟宇兩類

加以介紹，另外也介紹南方澳漁村中擁有相當稀少教友的天主教堂與基督教堂。 
 
在地廟宇： 
 
（一）昭安宮 
 
    根據南方澳文史工作者的講述，昭安宮是南方澳漁村的第一座廟宇。據我訪

談當地耆老資料所得，昭安宮大概是在民國 7 年（1918 年），有位福建的糧商揚

帆來台，船上供奉哪吒三太子、媽祖和財神爺神像各一尊，以求庇佑安航。在航

行途中，突然颶風聚起雷雨交加，波濤交加，船隻幾乎傾覆之際，幸有三太子即

時顯聖，才化險為夷，終於人舟無恙地安泊於內埤港28。船家感念神恩，遂與本

地人士共迎神像登岸，由來自宜蘭縣員山鄉的鄉紳卜地內埤29。當時南方澳的內

埤有漢人奉祀的土地公廟（約 1～2 公尺高）便將太子爺暫時安置於土地公廟內，

命名為昭安宮30。 
 
    奉祀太子爺之後，信徒祈福求財，時有奇應，鎮颱怯災，屢見奇蹟，信徒日

眾。民國四十四年，內埤開挖為南方澳第二漁港（俗稱內埤仔港）後，內埤人煙

漸稠密，且漁業昌盛，信徒乃聚資籌建新廟，於民國五十三年重建為一十餘坪大

小的廟宇，同時成立第一屆管理委員會。由於太子爺頗為靈驗，又是南方澳歷史

較早的廟之一（另一為城隍廟），因此信徒普及於南方澳各里。 
 
　  民國七十年左右興起再度改建之議，經南方澳六里里長與鄉紳商議，決定民

國七十一年成立重建委員會，並於該年（農曆）六月初十開工，新廟的地點只和

舊廟有咫尺之隔，到民國七十七年秋季全部竣工。正殿供奉的主祭神是三太子，

側殿仍供奉土地公神像（2005/04/08，訪談廟方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

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二）城隍廟 
 
    根據田野訪談與廟方管理委員的說法，城隍廟原本是大眾爺廟。1993 年由

信徒決議重新改建，由於此廟共翻修三次，故由大眾爺廟升格為城隍廟。此廟的

前身為大眾爺廟，所供奉的是一些無主的孤魂。根據當地耆老的說法，早在建港

（1923 年）之前，內埤一代已有數十戶的漢人移居於此，當時內埤是個長滿麻

                                                 
28 當時內埤港尚未興建港口，只是低窪水澤地。 
29 訪談昭安宮管理人員所得。 
30 訪談耆老黃春生先生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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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的低溼水澤地，在麻竹叢下，發現一些無名的屍骨，乃由黃碰毛等人士合建一

間小廟來安置，命名大眾爺廟。後來在建港之後陸續來此從事漁業活動的日本移

民，在大眾爺廟旁邊立有石刻的佛祖像；光復後，佛祖像仍被供奉於大眾爺廟旁，

而今大眾爺廟已翻修為城隍廟，大眾爺和佛祖自然陪坐在兩旁（2004/10/01，訪

談廟內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三）金龍寺 
 
    上述兩座廟宇都發展於內埤，乃因建港前的漢人居住在此，建港以後，第一

漁港周圍的腹地（今之南安、南正、南興、南寧等里）才逐漸有人口移入（日人

和本省籍漢人），其他廟宇也隨之興起，日據時期並無其他廟宇出現，乃日本政

府有意禁止台灣的民俗宗教，倒是日人所膜拜的石刻佛祖像，於光復後被當地附

近的居民修建為廟，所以金龍寺便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 
 
    金龍寺位於第三漁港的西岸，屬於南正里水道坑。光復後沒幾年，日人留在

今廟身附近的佛祖像，因開路而有損毀。南方澳人士便將此佛祖像加以整建成高

約 1～2 公尺的小廟，由於每天清晨都有許多當地人士到佛祖廟前運動，又盛傳

佛祖頗靈驗，信徒越來越多，在十多年前，附近（南安和南正兩里的居民）十位

熱心人士組成委員會來管理佛祖廟，並著手將廟改建為今高約 3～4 公尺；寬約

2～3 公尺的金龍寺。日人在南方澳共留下三尊佛祖像，今已分別被供奉於城隍

廟及金龍寺，或發展成佛教寺（南光寺，為在日人過去所居住的「移民仔」，今

之南興里）（2004/09/25，訪談廟內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加

以整理）。 
 
（四）南天宮 
 
    南天宮位在今第一漁港的西岸，屬於南正里。光復之初，南方澳的漁民出海

作業時，海上突起狂風巨浪，情況危急，眾人皆默祈媽祖神威顯靈相救，頓時風

平浪靜，波瀾不興，返港後，此事在鄰里鄉間傳為美談。眾人在感懷媽祖神靈庇

佑之際，深感必須籌建媽祖寺廟供居民奉祀朝拜，故民國三十九年由鄉紳簡阿祥

先生發起南天宮媽祖廟籌劃事宜，設立創建委員會。原想到北港朝天宮媽祖廟分

火過來，最後作罷，便自行向天庭請神，並利用南方澳附近山上的一棵大樟木，

做為雕刻媽祖的材料，南方澳的媽祖於焉誕生。民國四十一年完成大殿，四十五

年全廟落成。民國七十五年前南天宮雖是南方澳居民的重要信仰，但對外的名氣

並不大；民國七十六年頭城籍漁船因逢上颱風警報，抵達頭城外海時，已是一片

茫茫白霧，辨不清港口方向，乃轉往南方澳，卻被檢查哨人員發現船上有密艙，

裡面竟藏有五尊福建湄州媽祖神像，二尊觀音和一尊關聖帝君木雕藝品，在南方

澳人士積極的爭取和得到媽祖的「聖杯」後，五尊媽祖終得安奉於南天宮，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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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南天宮媽祖聲名大噪，全省各地的信徒爭相組團來此朝拜。南方澳的地方

信徒，為了持續湄州媽祖香火，乃決議於民國七十八年三月到湄州島祖廟「謁祖、

刈香」共有十九艘漁船隨行，直接通過台灣海峽到大陸湄州島，由於違反國安法

的規定，在當時社會與媒體上造成相當轟動的報導與討論（2004/05/06，訪談廟

內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五）南仙宮 
 
    南仙宮位在南正里新化巷的山坡上，主祭神是呂洞賓。約在民國四十九年，

有位住在新化巷的小孩—陳來福，捏土偶成神像，拿香膜拜，自稱土偶為仙公（呂

洞賓）附身，附近居民也發現以泥巴捏塑而成的神像，似乎會以各種角度來看人，

甚至有人來向仙公求符水，都傳聞相當靈驗，因此，虔誠的信徒於民國五十一年

蓋了一間土地公大小的廟（約 1 公尺高）來奉祀這些土偶神像。但不到三天，地

方上的警察卻認為此事荒誕，有害民風，故取締之，據說警員當日即感身體不適。

經過此次風波，仙公神像暫放於陳來福家中，虔誠的信徒自組建廟委員會，民國

五十二年建廟，五十三年年底即完成。陳來福先生雖於當兵時意外身亡，但其捏

塑出的土偶神像，已被裝成金身，向台北木柵指南宮分火，成為新化巷一代居民

的重要信仰（2004/06/06，訪談廟內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

加以整理）。 
 
（六）上蒼宮 
 
    上蒼宮位在南正里天主巷的上坡，主祭神是玉皇大帝，俗稱天公。此廟是由

民宅改建而成，多年前，屋主將房屋租給他人居住，但居住者皆不平安，使目前

已移住蘇澳聖湖里的屋主相當困擾，恰巧其兒子是神的義子—乩童，便向神明請

示，結論是必須請高位的神明來此坐鎮。而天公算是眾神中位階最高的。屋主便

開始籌建廟基金，組成管理委員會，於民國八十年完成，並向宜蘭縣香火鼎盛的

玉尊宮（三星鄉草湖村，俗稱草漯仔）分火，稱為上蒼宮（2004/08/07，訪談廟

內管理委員所得，我加以整理、紀錄）。 
 
漢人移民所建廟宇： 
 
（一）鎮安廟 
 
    鎮安廟位在南安里海邊，第三漁港的南岸，主祭神是古公三王（俗稱王公）。

約在五、六十年前，南安里有位姓莊的小孩（俗名阿求仔）大約十二、三歲，在

尚未建港的第三漁港沙灘地玩王偶，將所捏塑而成的土偶，裝成「王公」的神像，

學大人一樣插香膜拜。後來附近的大人亦來膜拜，據說有事祈求時，王公頗靈驗，

 - 45 -



因此便以土地公大小（約一公尺高）的廟來奉祀之。幾年後（光復之初），有幾

位虔誠的信徒，自行組成王公廟的委員會，將原本只用泥土捏塑而成的王公神像

裝成金身（改為木雕神像），並自五結二結村的鎮安廟分靈過來，因為二結村的

王公廟相當有名，而南方澳有不少的移民是來自五結，因此自該廟分靈過來。裝

成金身的王公每年輪流奉祀於委員的家中，每逢王公千秋日時，王公才回到廟

中，人們則演戲酬神，後來委員人數越來越多，王公漸成為南安里住民共同的信

仰。大約在二、三十年前，王公廟（只剩下一間土地公廟大小的空廟，因王公輪

流奉祀於委員家中）附近的土地被一位姓張的人士賣給一位姓洪的人士，姓洪的

買主來自高雄，經營竹筏買賣和「魚寮仔」而致富。買地四、五年之後便蓋起房

子，在蓋房子的過程中，由於王公廟的某一角被損毀而曾經有異像出現在土地，

而房子蓋好之後，姓洪的家人不平安，據說王公託夢給屋主，哭訴祂無棲身之所，

因此洪姓買主乃發起籌措建廟基金的活動，為王公另買廟地，建成大廟來奉祀

之。新廟在民國六十年落成，如今已是南安里居民的一個共同信仰中心

（2004/08/09，訪談鎮安廟管理委員及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二）鎮南廟 
 
    鎮南廟位於南成里文化巷內，主祭神是古公三王。鎮南廟的緣起和南安里的

鎮安廟非常類似，同樣是因小孩子玩泥偶，裝成神像膜拜，引起大人注意，而漸

形成祭祀人群。由於捏成神像的小孩是來自五結二結村（二結的王公廟自日據以

來香火非常鼎盛），自然又稱該土偶神像是「王公」，1～2 年之後（約民國五十

五年），也將土偶神像裝金身，並蓋有高約 5 尺寬有 6～7 台尺，面積 2 坪多的小

廟奉祀之。到了民國六十年左右，文化巷的居民乃組成建廟委員，籌措基金，約

在民國六十一年完成，此廟儼然成為文化巷居民共同奉祀的信仰中心 31

（2005/09/06，訪談鎮南廟管理委員、參考廟中建廟歷史文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三）漢聖宮 
 

漢聖宮位於南成里新化巷的盡頭（和南仙宮只有咫尺之隔），主祭神是田都

元帥。民國三十五年時，此廟的發起人莊傳生先生（來自龜山島）自其頭城武營

里的親戚（亦來自龜山島）家中所供奉的田都元帥分香過來，因為在此之前幾年，

有龜山島人到花蓮附近海域經營定置網漁業，身體感到不適，聽說頭城的田都元

帥相當靈驗，可開藥替人治病，遂請田都元帥指點，果然有效，因此，龜山島人

開始有人信仰田都元帥。曾在頭城住過幾年，日據時期即已遷居南方澳的莊傳生

先生，光復後自頭城分靈到家中奉祀，沒幾年便組成委員會，共有 16 位，每年

輪流到爐主家中奉祀，民國五十三年籌募建廟基金，完成今日的大廟。由於此廟

是由龜山島人所發起，故委員中不乏龜山島人加入（2004/09/28，田野訪談廟內

                                                 
31 轉引自吳麗玲訪談當年捏土偶神巷的主角—簡太平先生。 

 - 46 -



管理委員所得，我加以整理、紀錄）。 
 

（四）池碧宮 
 
    池碧宮位在南興里華山五巷，主祭神是池府王爺。小琉球人自民國四十年代

即有陸續移到南方澳者，小琉球移民多會利用時間返鄉參與故鄉的宗教活動；特

別是小琉球島上兩座「公家的廟」（意味所有島民參與祭祀的廟）—碧雲寺（主

祭神是觀音）和三隆宮（主祭神為三千歲王爺）。移民的初期階段裡，新社會的

宗教信仰力量往往較舊社會來的低，故移民仍然和其故鄉的廟宇保持某種程度的

聯結。來自小琉球漁村的陳石碖先生在民國四十四年即來到南方澳謀生，民國五

十六年自小琉球漁福村的池隆宮求得池府王爺的副身，奉祀在其家中，雖然池隆

宮只是小琉球漁福村的角頭廟，但對「離鄉背井」的小琉球人而言，仍具有信仰

的力量，因此，漸形成以小琉球人為主要成員的神明會。到了民國七十多年時委

員已有 21 位（但已有五位去世），乃決議為池府王爺蓋大廟，廟在民國七十二年

完成，並取名為「池碧宮」。「池」字乃取自池隆宮的首字，而「碧」字則是因碧

雲寺而取用，池碧宮的主祭神為池府王爺，後殿則奉祀有觀音。至今，此廟仍是

以小琉球人為主要的祭祀人群，但因王爺有義子—乩童為信徒解決各種問題，因

此非來自小琉球的移民也漸信仰王爺，這可由王爺千秋慶典時酬神戲連演十多天

可看出，「王爺公」已是南方澳相當普遍的一個用語。池碧宮的王爺在初期僅是

私人的奉祀的神像，因為靈驗，使前來祭拜的人漸增加，信仰圈便由點擴展成面。

過去小琉球人總要抽空回原鄉朝拜，而南方澳的池碧宮因具有空間距離小和靈驗

度差不多的條件，自然漸成為移往南方澳的小琉球人的信仰中心（2004/08/22，

田野訪談廟方管理委員及參考廟內建廟記錄所得，我加以整理）。 
 
（五）進安宮 
 
    進安宮位在南正里江廈路（第三漁港西岸），主祭神和南天宮一樣同為媽祖。

進安宮媽祖廟是北方澳的重要信仰中心，歷史已相當悠久，清朝時期，有艘從事

大陸沿海與台灣通商的帆船，供奉進安宮的媽祖於船內，以保護航海安全，因遇

颱風，船避風停泊於北方澳灣內，又因大浪使船破損，媽祖乃由船員請上岸，供

奉於石洞內，當時北方澳已形成漢人漁村，此尊來自湄州的媽祖成為村民重要的

信仰。過去醫藥不發達，村民全靠媽祖以青草及爐丹來保全村民健康，而漁民出

海平安及海冬豐收，也認為是媽祖的庇佑。至今仍為北方澳村民津津樂道的事是

二次大戰末期，因媽祖顯靈庇佑，才使村民全部倖免於難，為答聖恩，民國三十

五年發起演戲七天，以酬神恩，民國五十一年將十五坪大的小廟移建於原廟址後

面的山坡地上，即今日中正軍港內，佔地一百多坪，建物三十坪。民國六十三年

為建軍港需要，媽祖隨全村漁民遷至南方澳。遷移之初，先屈居於北濱一村的民

宅內，原有意和南方澳「在地的」南天宮媽祖合在一起，但因兩邊（北方澳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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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澳）委員意見有所不合又作罷，北方澳乃積極爭取廟地，以北方澳人團結為後

盾及透過有關單位的協助下，於民國七十二年間獲得省交通處的同意，准撥小型

商港（第三漁港）西岸兩百坪土地做為進安宮建立之用，民國七十三年完成此廟，

復建的基金幾乎皆來自北方澳的移民所捐獻，因南方澳已有南天宮媽祖廟，南方

澳的居民多不熱衷該廟的興建，北方澳人為使新廟有模有樣，共捐出一千零七十

萬元。北方澳進安宮媽祖廟的復建，使得小小的南方澳就有兩座媽祖廟，對地方

的整合起微妙作用（2004/05/09，訪談廟方管理委員及參考廟方出版建廟過程文

獻所得，我加以整理）。 
 
（六）大眾爺廟 
 
    大眾爺廟位在南建里的「盡尾坑」，祖廟的位置在北方澳，主祭神為大眾爺。

此廟和進安宮媽祖廟一樣是自北方澳隨村民遷移至此，民國六十三年遷到南方澳

後，北方澳村民即在北濱二村（今南建里學府路）南側的海灘地，復建此廟，由

於地點偏僻，除了北濱二村的居民就近去整理之外，一般的民眾少到此廟

（2004/05/09，訪談進安宮管理委員時，得知此廟的建廟經過，我加以記錄與整

理）。 
 
天主教堂與基督教堂： 
 
(一)南方澳基督教長老教會 
 
    南方澳目前唯一一間的基督教長老教會聳立在第一漁港北岸，5 層挑高的建

築在十幾座佛、道教寺廟環伺下，顯得相當獨特醒目。目前教會的信徒在南方澳

地區屬於少數族群，約 40 戶人家，一百多位信徒32；信徒間的互動是以整個家

庭為背景。 
 
    所謂長老教會採的是長老制，即在教會中選出數人為長老及執事，由這些非

神職人員與神職人員（牧師或傳道師）共同運作教會事務。清末，加拿大長老教

會首先將基督教傳入宜蘭，而首先到宜蘭傳教的牧師就是馬偕。根據文獻記載，

馬偕早在 1881 年（光緒 7 年）便曾到過南方澳傳教，並在 1884 年以前在此設教。

由於南方澳是太平洋沿岸的據點，當時馬偕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小舟，南方澳是舟

可行之處，這是馬偕早先來到南方澳的理由。另外，從其「教會處所清冊」的紀

錄中得知，當時在宜蘭的 23 所教堂中，只有三處是屋瓦，其中一處即是南方澳

的教堂，其餘皆為茅屋。屋瓦的建築，可說是第二階段的教會建築，若非有足夠

的財力及信徒之支持，不可能建瓦屋之教堂，可見得南方澳當時教勢之興盛（陳

梅卿，2000：20-23）。只是文獻上的紀錄，現在已無跡可尋。 

                                                 
32 訪談教會人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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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方澳教會的發展乃緣起於一位林王椪女士，林王椪本姓王，在基隆當

老師，後來嫁到南方澳為人繼母，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從她開始引領著新家族成

員接受基督的洗禮。林女士每逢主日便率領家人到蘇澳的教會參加禮拜（當時位

於蘇澳冷泉旁），歷經一段時日，信徒漸增，林王椪的繼子林泳泉當家之後，認

為如此甚不方便，於是 1954 年 8 月提供當時開設米店的自宅（今漁港路 93 號）

做為教友的聚會場所，並由陳耀宗牧師和曹添旺傳道師兼任輪流主理。次年 4
月 10 日，林泳泉再將位於南安路 192 號的土地（今新禮拜堂的正後面）自建房

屋，提供一間作禮拜堂用，並舉行南方澳教會的開設典禮。 
 
1955 年至 1964 年間，南方澳教會歷經劉德和、金秋能、郭明利、盧文惠等

傳道師牧會。1964 年至 1966 年間，因無專任傳教者牧會，每逢主日，教徒只得

暫時又到蘇澳的教會作禮拜。1966 年間經教友林廷麟的努力，教會終於購得位

於南成里民生路 43 號的一間平房，簡單修建後，於該年 12 月 1 日做為新的聚會

場所。1973 年 5 月，教會為了服務地方而增設南方澳幼稚園。1976 年 10 月 11
日，林正雄教師被封為牧師，同時也成為南方澳教會第一任牧師。1985 年 9 月 8
日，林泳泉與其子林豐仁因舉家遷居，把名下座落於南方澳的黃金地段，價值不

凡，無私的奉獻，可見南方澳教會在當地基督教信徒心目中的份量，和教友對於

教會的向心力。1988 年 2 月 14 日，南方澳教會設立了漁民服務中心，為社區漁

民遭受災難等問題提供服務，1991 年 9 月 8 日，陳清白就任南方澳教會第二任

牧師，到 1996 年 8 月 28 日離任。 
 
陳牧師離任後，南方澳教會雖無人主事，教友反而更形團結合作，同心協力

出資整建兩棟樓房，合併成為新的禮拜堂，南方澳教會教友人數雖然不多，8 百

多萬的裝修費用卻全由教友捐獻而來，教友對教會的奉獻之心絕不輸給其他宗教

的信徒。新的禮拜堂完成後，於 1997 年 9 月 28 日舉行獻堂儀式，第 3 任牧師陳

儀照也同時就任。1999 年 10 月 24 日，陳牧師離任，2000 年 8 月 1 日，60 歲的

王義雄牧師到任，成為南方澳教會第 4 任牧師至今。王牧師到任後積極經營教務

外，也收集整理教會的發展沿革史，讓南方澳基督長老教會的發展脈絡得以清清

楚楚33。 
 
大體而言，南方澳基督教會的教友至今進出的變化不大，而且都歷時長久，

教友就像一個家庭的成員一樣，牧師正是這個家庭的大家長，教友對教會的向心

力雖強，但是並不影響他們在社會上與其他宗教信徒的和睦相處，除非到教會，

否則無法從一般社會生活看出誰是教會教友。 
 
（二）南方澳天主教會 
 

                                                 
33 參考自廖大慶先生所寫《南方澳漁村的宗教信仰》一文，我加以整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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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澳天主教堂座落於蘇南公路的起點路旁，巍峨矗立的建築緊貼著山壁，

更顯現壯觀與神聖。這棟挑高 4 層的建築落成於 1988 年 7 月 17 日，但是其創建

的歷史比這棟建築足足早了 30 年。南方澳天主教堂的管轄權隸屬於蘇澳的天主

教會，因此，提及南方澳天主教會就必須先談到蘇澳的天主教會。 
 
    在日治時代，蘇澳並沒有天主教堂，大陸淪陷後，許多在大陸傳教的外國傳

教士也旋即來到台灣。1951 年前後，來自大陸的天主教神父人數多到可以散佈

台灣的每一個鄉間。首先來到蘇澳的是 5、6 位加拿大籍的修女，在現今蘇澳市

場一帶租屋，一方面為社區提供簡單的醫療服務，一方面傳播教義。不久將地點

轉換到蘇澳中正路白米橋北端的白米溪河邊，除了簡單的醫療，還為地方婦女接

生，在醫療院所尚不普及的時代，這一群修女著實為蘇澳地區提供了實惠的服

務，也拉攏地方百姓的心。 
 
    1953 年左右，兩位加拿大籍的神父邰主教和冉神父來到蘇澳，開始建設現

今白米溪邊的教堂，這是天主教在蘇澳創建教堂的殷始。有了基本的根據地，信

徒也跟著日漸成長，蘇澳週邊的小村莊信徒近悅遠來，特別是「心靈神佑」，配

合著「實在美援的物質」，天主教在許多地區無不蓬勃發展。於是為了就近服務

更多的信徒，蘇澳週邊小村莊的教堂也一間一間的成立。南方澳的教堂正式成立

於 1958 年，位於南安路西側盡頭山邊，建築小巧中不失莊嚴，是南方澳明顯的

地標。當時在天主教服務的修女眾多，除了提供簡單的醫療外，也為社區設立幼

稚園，提供地方幼兒基礎教育。雖然當時神父及修女大多是來自加拿大的外籍人

士，可是一有空閒時間，就深入社區作訪問和關懷，無論是不是教友，都在服務

之列，充分作到「神愛無國界」的境界。在 1960 年代中期，蘇澳教會來了一位

中國籍的鞏德謙神父，特別開闢了一門英文課程，免費為地方中學生加強英文程

度，使無數學生受惠。總之，1950、1960 年代，天主教會和整個蘇澳地區的百

姓生活關係密切，是天主教最為興盛的時候。 
 
    1980 年 2 月 1 日北迴鐵路全線通車之後，熱鬧的蘇澳鎮逐漸沒落，蕭條的

街道留不住客人，不但人口逐漸外移，連教會的教友也跟著減少。1960 年代以

後，天主教在台灣開疆闢地的第一代外籍神父逐漸交棒給本土的神父，但在 1980
年代以後，本土從事神職的人越來越少，造成神父人選的青黃不接，目前蘇澳天

主教會的王貴神父是在 6 年前來到蘇澳任事的，今年已經 78 歲，在南澳任事的

加拿大籍華神父，今年也已經 91 歲高齡了。神父雖然年高德劭，但體力和衝勁

不比以往，對教友的服務和關心都有限，也是間接造成教友流失的原因之一。 
 
    目前的蘇澳天主教堂以不復往日盛況，只有王神父和一位幫忙打理的女性老

教友吳寶茶兩人負責管理教堂，吳寶茶自 16 歲就參與教會的服務工作，今年也

已 60 歲。蘇澳教會雖然號稱教友仍有 1、2 百人（每年聖誕節的時候統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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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的彌撒晚課卻只有 6 個人，平常參與主日的教友也只剩 20 多人，南方

澳天主教堂更只剩下幼稚園的業務，連主日也沒有教友到教會了34。 
 
2.3.2 外籍漁工、外籍配偶在當地的宗教信仰狀況 
 
    外籍移工和外籍配偶同樣和其他現居南方澳漁村的多數漢籍移民一樣，都是

隨著產業對人力的需求下而進入南方澳漁村生活。但相較於過去從日據時期以來

的本省籍漢人移民而言，外籍移工（民）在宗教信仰方面顯然不同於台籍移民在

當地建立宗教信仰與引入原鄉宗教信仰來得自由。從田野記錄與訪談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來自菲律賓天主教國家的菲籍移工（民）在南方澳漁村中並沒有太多與

原鄉宗教連結的可能性；雖然當地漁村也有天主教堂的存在，但菲籍移工（民）

進入當地教會的可能性近乎於零。這個現象除了說明天主教會在南方澳漁村的沒

落衰退情形外，同時也反應出南方澳漁村天主教會並沒有因為菲籍漁工、配偶的

出現而得到復甦的機會。另外，當地的外籍移民（主要以外籍配偶為主）與當地

宗教信仰的關係，由於現存在南方澳漁村社會中的寺廟多為台灣傳統民間信仰體

系，單純的佛教信仰其實相當少見，訪談外籍配偶的過程中，越籍配偶在原生母

國時期雖有對佛教的信仰，但嫁入台灣社會之後，其宗教信仰相當程度上遭到割

捨，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台灣傳統民間宗教信仰有別於其原生母國的宗教信仰模

式，而使這些外籍配偶在面對宗教信仰時，必須要重新適應台灣社會中的傳統民

間信仰，母國原先的信仰體系在南方澳漁村不易重新建立，因而無法如同過去漢

人移民南方澳漁村時，可以有機會帶入原鄉的宗教信仰。 
 
    因此，外籍漁工與外籍配偶除了透過自行從母國攜帶過來的宗教圖片或照片

以外，要在台灣社會中同過去的漢人移民發展出和原鄉一樣的「移民」宗教體系

幾乎是不可能。而外籍配偶的角色也因為本身在進入台灣社會過程的低劣位置，

使得其必須要切斷與原先母國宗教信仰的連帶，進而學習台灣本土的民俗信仰。

在我觀察當地外籍移工（民）與當地的宗教節慶活動過程中，我發現隨著居住時

間的累積，外籍配偶漸漸地學會台籍婆婆所教授的傳統宗教民俗儀式。換言之，

外籍配偶在南方澳漁村與當地宗教的接觸情形有相當程度是和婚嫁家庭必須要

有所接軌的，這個現象的分析將在第四章再加以討論。 
 

 

 

 
 
 
 

                                                 
34

參考自廖大慶先生所寫《南方澳漁村的宗教信仰》一文，我加以整理、修改。 

 - 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