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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十：與海搏鬥：日治到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之研究



> > 四面環海的臺灣，大海是「依海而生」討海人的生業場域，漁船則是其維生的重要

載具。臺灣俗諺：『行船討海三分命』，意指在海上討生活危險性極高，面對變幻莫測

的天候與海上風浪，隨時都有發生無法預測的危機，也可能會遇到如颱風、暴風雨、大

風浪，或者機械故障、生病、受傷及船隻翻覆等海難事故，對討海人生命財產造成極大

威脅。因此，捕魚是一種既辛苦、危險又高的行業，每一次出海都用生命與大海搏鬥，

原本出海是為了家而打拼，但卻離家越來越遠，有時甚至永遠回不了家。

> > 本文以南方澳漁港海難事件為主題，希望深入探討分析從日治到戰後南方澳漁港所

發生之海難事件成因、處置與救助，以1921年臺灣第一座近代化漁港—蘇澳漁港為核

心，利用日治報紙、官方文書、地方志書、統計書等，彙整南方澳在建港後海難事件發

生的變化情形，並且更進一步將目光延續集中在戰後1950-1970年代南方澳漁業發展轉變

與海難事件關係上，從漁港的修復、擴建，到「巾着網」改良式漁法的普及，成為南方

澳發展黃金期的主要漁業項目，及其與頻傳海難事件相互間的連動關係，來觀察「鯖魚

故鄉」-南方澳漁港的興衰變遷。

> > 「討海」是一項與海搏鬥的工作，「船難」則是「討海人」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

每一個討海人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臺灣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在《討海人》一書中深

刻的道出討海人的無奈與宿命：「船隻一駛離港口，討海人便得把性命託付在命運之神

手裡。善變的風浪，隨時可能發生的機械故障、大魚的孔武拚勁……誰也無法預料這趟

出海可能的遭遇。」 隨時可能風雲變色的海象，瞬息萬變的天氣，誰也無法預知這充分

未知的挑戰，但討海人就是這樣，只要上船出海就要接受來自老天與大海的考驗試煉，

為了生活、為了家人，討海人只能勇敢地面對這片專屬他們且充滿致命吸引力的海洋。

> > 臺灣俗諺：『行船討海三分命』，就是形容在海上討生活的危險性，每次出海捕魚

都是冒著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可能，與大海搏鬥。四面環海的臺灣，先民自古以來即與海

洋密不可分，而「依海而生」就是大自然賦予臺灣人的「生命力」，縱使充滿危險與挑

戰，依舊勇往直前。

1

1.廖鴻基，《討海人》（臺中：晨星出版，1996），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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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過去已有不少專文探討過不同時期臺灣的漁船海難事件，例如梁雅惠〈日本統治臺

灣時期漁船遭難之研究〉、戴正雄、李俊雄〈最近五年來 (民國68年至72年間) 宜蘭縣籍

漁船海難之研究〉、施俊毅〈台灣漁船海上事故及其因應措施之研究〉、羅大華〈臺灣

漁船海難肇因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研究〉、鐘祥華〈臺灣周遭海域船難事故分佈研究〉、

蔡榮財〈台灣西南海域漁船海難原因分析與防範建議〉，曾文瑞、李敏華〈我國漁船作

業事故之危險分析〉 ，或者是農委會先後在2003、2007年委託成功大學及海洋大學商船

學系所執行的計畫研究報告《漁船海難事故原因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研究》、《漁船海難

發生原因及預防之研究》 等，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漁船海難的發生、因應、預防，成為這

些研究共同關注的課題，除了梁雅惠、戴正雄與謝茂良三篇外，研究時間斷限大致集中

在2000-2010年，海難統計資料主要來自漁業署「漁業年報」、交通部「交通統計要覽」

及海巡署「海巡統計年報」，但因海巡署為海難搜救執行單位，其統計資料所呈現僅為

實際接獲海難事故通報與出動救援的案件，所以會與實際海難事故統計資料有所落差。

> > 也有像是謝茂良〈台灣地區漁船海難之經濟分析〉，利用臺北市產物保險公會

1968-1978年的漁船保險資料來進行分析，進而探討預防的方法，或是像許洪華利用產險

公司漁船保險共保委員會統計資料，配合漁船保險費率計算結果，參考過去損失經驗，

以趨勢分析來探討成立臺灣漁船專屬保險公司的可行性； 抑或是鄭於雄〈從漁船海難事

故探討漁船船員培育訓練制度之研究〉，從漁船船員培訓制度的建立，提出適當安全的

管理方法，以有效降低海難事故中人為因素比例；還有其他諸如海難搜救、海難救助、

海難災害防救等等之研究。

2

3

4

2.梁雅惠，〈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漁船遭難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12）；戴正雄、李俊雄，〈最 

  近五年來 (民國68年至72年間) 宜蘭縣籍漁船海難之研究〉，《中國水產》384卷，1984.12，頁35-41；施俊毅，〈台灣漁船

  海上事故及其因應措施之研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論，2003）；鄭於雄，〈從漁船海難事故探

  討漁船船員培育訓練制度之研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碩論，2007；鐘祥華，〈臺灣周遭海域船難事故分

  佈研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學系，2007）；羅大華，〈臺灣漁船海難肇因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研

  究〉，（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論，2010）；蔡榮財，〈台灣西南海域漁船海難原因分析與

  防範建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碩論，2013）；曾文瑞、李敏華，〈我國漁船作業事故之危險分析〉，

  《核保學報》19卷（2011），頁209-244。

3.涂季平，《漁船海難事故原因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試驗研究計畫，2003）；林彬，《漁船海

  難發生原因及預防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科技計畫研究報告，2007-2008）。

4.謝茂良，〈台灣地區漁船海難之經濟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碩論，1979）；許洪華，〈台灣漁船

  業者設立專屬保險之研究-就風險與財務觀點分析〉，（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所碩論，2003）。 

243

論文十：與海搏鬥：日治到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之研究



> > 不過，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2000-2010年間，而且引用分析數據都不超過6年，很難從

長期臺灣漁業發展的脈絡中，看到不同時期的變化情況，從日治、戰後到近期，從沿岸、

近海到遠洋，從竹筏、舢舨到動力漁船，再加上漁業、漁船技術的發展，氣象學的發展進

步，政策調整與搜救、救援體系的改善，漁船保險制度的建立、改進，漁業人才的培訓等

等，都讓臺灣漁業發展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與地區的差異性。

> > 適逢南方澳建港一百周年，本文嘗試以臺灣三大漁港之一的南方澳漁港為探討中

心，從海難事件切入，來觀察探討這座從1921年開始興建的臺灣第一座近代化漁港—蘇

澳（南方澳）漁港，到1923年完工後，歷經日本官營漁業移民，到成為東臺灣重要漁業

基地，再隨著發動機漁船的增加與遠洋漁業發展及漁船大型化，海難事故是否也隨之增

加？戰後的復原與擴建，又為南方澳帶來怎樣的改變？尤其，1950-1970年代南方澳漁港

發展黃金期的「巾着網」等改良式漁法成功普及後，臺灣各地漁船及漁民群集南方澳，漁

船海難事件發生頻率是否隨之增高？對於這些頻傳的漁船海難事故，日本殖民統治者到戰

後的政府，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因應策略與調整措施？而這些海難事故的發生原因、處置與

救助方式為何？本文利用日治到戰後報紙、官方文書、地方志書、統計資料等，來觀察分

析南方澳在建港後，相關海難事件發生與漁業發展的實際關連及變化情況。

5.《臺北州の水產》，（臺北：臺北州水產試驗場，，1935），頁46-47。

6.〈蘇澳漁港設備問題〉，《實業之臺灣》16：12，1924.12.15，頁59。

> > 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漸次發展，1910年漁場逐步延伸到遠洋，動力漁船日益增加，

且船型日漸大型化，因之漁港及漁港設備建設有無，實關係到臺灣水產業的長遠發展。

1921年臺灣總督府以振興東部海域漁業為目的，自1921年起，投入66餘萬圓經費，開挖

南方澳低濕地，築造2萬3千坪的泊地、護岸、防波堤，同時浚挖蘇澳漁港砂土高達5萬7

千5百餘坪，並利用此砂土填築漁港周圍約8萬坪的用地，形成一丁字形漁港，（參見圖

1）共設置有第一停泊處及第二停泊處， 但因相關陸上設施尚未完備，對外交通運輸系

統亦未完成，故無法充分發揮其設置之主要目的 — 開發東部豐富漁業資源、日人漁業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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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臺根據地。於是，在總督府與臺北州共同努力下，1924年完成宜蘭線鐵道，連結八

堵，同時敷設蘇澳站至蘇澳漁港間聯絡支線，並開設基隆至蘇澳每週一回之定期航線；      

 其次，改善供水衛生環境，布設漁港及住民供水管線；隨後，再設置濾淨水池、漁獲拍

賣場及事務所、倉庫、冷藏製冰、儲油槽、造船所、鐵工所、燈塔、移除暗礁等，以期

解決蘇澳漁業根據地使用率不佳之問題。

> > 1925年，由日本愛媛縣前來之6艘發動機船，開始在蘇澳海域從事旗魚突棒（鏢旗

魚）漁業；同年12月，伴隨出入漁船激增，認為有設置魚市場之必要，故核准由臺北州

水產會經營，在蘇澳漁港南側地區，開始魚市場業務營運；至於，鮮魚販賣及交易貨款

之業務，則委由蘇澳水產株式會社代理，並收取相關手續費用。 

> > 相關漁港設施、用地、鐵道運輸、漁船修造、維修、供水設施、漁獲保鮮冷藏、航

行、航道安全等逐漸完備後，為期充分利用蘇澳漁港的地理優勢與發展台灣東部水產

業，總督府開始進行招募日本內地漁業移民之事業，自1926年11月起，陸續自高知、愛

媛、宮崎、鹿兒島等縣招募共49戶、189人漁業移民，後因船隻共有問題、夏季枯漁期

及貸款負擔過重等因素，乃於1928年終止原訂100戶漁業移民計畫，致力充實原有定居

移民事業內容，期間有因戶主遭遇海難、生病而死亡者，眷屬返日，而使戶數減少，

1939年剩下40戶、210人。

> > 除了漁業移民外，蘇澳漁港竣工後，也成為每年冬季基隆及日內地旗魚突棒漁業的

根據地，1929年青花魚（サバ）漁業開始與延繩漁業同步發展，1934年，有鑑於蘇澳漁

業用冰供應不足，以及魚市場面積不敷使用，進而嚴重影響到蘇澳旗漁業的進行與漁獲

拍賣。因此，同年先由臺北州水產會，以2年豫算37,000萬圓，進行拍賣事務所增建工

程，預計1935年底完工。另方面，南方澳漁港完成後，港內淤積日益嚴重，再加上船舶

大型化，蘇澳郡再三陳情疏浚，直到1935年才獲得經費許可，由國庫負擔3萬元，州費

負擔2萬2千，進行港口疏浚工程。

7.《臺灣の水產》，（臺北：臺北州，1925），頁50-51。

8.佐佐木武治，《臺灣水產要覽》（昭和15年）（臺北市：臺灣水產會，1940），頁70。

9.倉谷勳，〈蘇澳港の現在及將來〉，《臺北州時報》2：3，1927.03.17，頁74-75。

10.相關蘇澳、新港、花蓮港等漁業移民，請參閱林玉茹〈殖民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日本漁業移民〉，收入氏著

   《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出版，2007），頁163-211；除本理史，〈戦前期台湾における日
   本人漁業移民—台北州蘇澳の事例—〉，《東京經濟大學會誌》（經濟學）245號，（2005.03），頁95-111，有相當之論述。

11.〈南方澳漁港で大仕掛の浚渫工事工費五萬餘圓で實施〉，《臺灣日日新報》12750號，1935.09.28，版5。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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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臺北州也與南方澳水產關係者，不斷致力於水產物利用價值提升，希望能透

過配給合理化、銷路擴張、貯藏等方式，有效調節漁獲銷售，因之在1937年遂由臺北州

編列獎勵費用預算，進行冷藏庫建置作業；另再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經營之製冰工場，

製冰能力日產20噸，以卡車載運至漁港內市場鄰接之貯冰庫，供應一般及中間商之需用，  

   以期解決漁獲冷藏問題。

> > 總之，從蘇澳漁港建設及其後相關陸上交通、漁港設備、魚市場等逐步完成後，再

加上有計畫性的漁業移民移入，以蘇澳漁港為基地，在冬季的旗、鯊延繩漁業、旗魚突

棒漁業，以及小型曳網及鯖延繩漁業等逐漸發展後，形成以機船為主之突棒與延繩漁業

基地。

12.《臺北州の水產》，頁47。

12

圖1：蘇澳漁港平面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圖書影像系統，出版資料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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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宮上龜七，〈臺北州の水產〉，《臺北州時報》3卷，1928.03，頁28；陳憲明，〈黑潮與臺灣東部海域漁場〉，《台灣

學通訊》65期，2012.05.18，頁10-11。

    1. 海難發生地點、原因與季節

> > 南方澳漁港建置完成後，初期雖使用狀況未達預期效果，但在逐步改善基礎設施、

交通與計畫性漁業移民後，開始逐漸成為東臺灣重要的漁業基地。不同於西部海岸，東

部海岸海底地形陡峭，離岸不到 10 公里，深度即可達 1,000 公尺；外海30公里處，水深

更可達 3,000∼4,000 公尺，加上黑潮主流流經東部海域，以及一股向南黑潮反流，所形

成之交界線（潮境），而成為秋冬鏢旗魚的漁場，再往東的黑潮主流海域，就是東部

鮪、旗、鯊延繩釣與流刺網暖洄游性漁場；而從宜蘭蘇澳烏石鼻以北至彭佳嶼、釣魚台

海域一帶，黑潮流經蘇澳—與那國島海脊，經龜山島到臺灣東北方的釣魚台附近的東海

陸棚，形成湧升流，再加上中國沿岸流南流至陸棚邊緣，冷暖流交會，形成絕佳的鯖鰺

漁場，北部彭佳嶼附近則成為連子鯛（赤 、キダイ、黃鯛）、金頭（カナガシラ）等

底棲魚類漁場。13

圖2：南方澳第一漁港                      圖3：南方澳第一漁港
資料來源：《臺灣水產要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蔡昇璋，攝於201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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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臺灣水產要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5），頁8。

15.〈夏枯期に豐漁沖繩沖は無盡の漁場と判り南方澳漁村に凱歌〉，《臺灣日日新報》14456號，1940.06.11，版5。

16.《臺灣水產雜誌》110號，1925.03.15，頁57-59。

17.〈夏枯期に豐漁沖繩沖は無盡の漁場と判り南方澳漁村に凱歌〉，1940.06.11，版5。

> > 因此，每年10月到隔年4月正好是東北季風的季節，尤其在臺灣北部更為明顯，經

常導致近海風浪與海況不穩定，增加出海作業的風險與困難度， 但是這個時間點也正好

是南方澳附近海域鮪、旗、鯊、鯖魚等主要漁期， 有南方澳本地漁民、也有遠自日本

內地、基隆或花蓮港廳而來的季節性作業漁船，以此為作業基地，旺季時數百漁民聚集

在此已成常態，因之相關休閒娛樂設施需求也隨之增高，例如1925年2月《臺灣水產雜

誌》登載，南方澳在住日人竹村發起募捐，並在當地土木局倉庫舉辦電影觀賞會，有大

約500人入場觀看，創下南方澳開發以來前所未有的盛況。但是，這樣的盛況仍舊取決

於漁況的好壞，例如1925年1月，就是因漁況不佳，有相當數量的漁船改從事珊瑚漁

撈，而離開南方澳漁港，其後隨著旗魚、鯊魚漁況良好，加上2月底作為餌料的鯖魚豐

收，從基隆而來的赤 魚（連子鯛）漁船也有不錯的漁獲成績，天候轉趨穩定，促使漁

船進出開始增加。 可見，隨著漁港及相關設施的逐步改善到位後，南方澳漁業發展確實

隨之增長興盛，但南方澳季節性捕撈作業模式與夏季枯漁期問題卻一直存在，要等到

1940年東部水產株式會社南方澳出張所提出以沖繩列島沿岸漁業，作為解決南方澳5月

至9月的夏枯漁期策略，才開始有所改善。 

> > 自然地理環境與優良豐富的漁場，再加上人工築造的漁港基礎建設，南方澳漁港成

為東部重要漁撈作業基地後，漁船、漁民人數也隨漁期及漁況，而有所變動，尤其在主

要漁期的10月到4月間，作業漁船頻繁進出，漁船海上事故也隨之頻傳。若從表1日治時

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來看的話，可以清楚發現海難事件發生地點，多數集中在

龜山島附近海域，部份發生在彭佳嶼附近海域及花蓮港廳外海，而正好也就是東部主要

漁場分布的範圍，以及日本內地、臺灣東部季節性捕撈作業的區域。

15

17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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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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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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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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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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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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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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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治時期南方澳附近漁船海難事件表

18.〈空前の颶風〉，《臺灣日日新報》4413號，1912.09.11，版7。

19.〈二十八日の暴風雨經過〉，《臺灣日日新報》8026號，1922.09.30，版7。

> > 若再以漁船遭難時間及季節來觀察，主要以3月、8月、9月為最多，3月剛好是季節

交替的時間點，東北季風雖然開始減弱，但天候與海況仍處於不穩定狀態，要到4月才會

漸趨穩定，所以從海難事件表中3月份所發生的9件漁船海上事故來看，天候及海況的突

然變化，如強風大雨、豪雨濃霧、風浪太大是主要原因，其次則是因船舶發生機械故

障，而導致船隻漂流。8、9月份正好是臺灣颱風好發的主要季節，出海作業捕撈相對危

險性就比較高，常常因颱風或者外圍環流影響，導致天候海況劇烈變化，作業漁船若無

法緊急應變，或及時避難，就很容易發生海難事件。例如1912年8月及9月，發生在龜山

島附近海域的兩起海難事故，就是因為8月28日號稱六十年來前所未有，有史以來的大

颶風，通過石垣島北方後，朝基隆外海前進， 造成基隆水產會社所屬7艘日本型發動機

漁船，以及臺灣水會社所屬3艘漁船，在龜山島海域作業時，遭遇到強烈暴風，共導致2

艘漁船損失、11人不幸死亡，以及1艘漁船損壞的事故。另，1922年9月28日兩起海難，

也是因為該日從恆春東側登陸，後轉向臺南、臺中州行進的颱風，  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東部海象不穩，造成基隆與蘇澳籍發動機漁船遇難，共計有4人遭浪捲走失蹤的事件。

> > 總計海難事件表中43件均發生在南方澳附近海域，尤其是龜山島附近，其中就有超

過半數以上，高達24件，是因為暴風或風浪太大，而造成船隻翻覆、人員遭浪捲走、船隻

浸水、機械故障致船隻漂流等海上事故；其次，有6件是因為濃霧或操作不當造成船隻觸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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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臺北州の水產〉，《臺北州時報》，1928.03，頁27。

21.〈開機關士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7546號，1921.06.07，版5。

22.〈附錄—臺灣在籍發動機漁船船名錄〉，《臺灣水產雜誌》175號，1930.08.15，頁1-46。

20

21

22

礁擱淺，有5件則是因機械故障而導致船舶漂流，還有6件原因不明，船隻失去訊息，研

判應該也是與天候海況劇變或機件故障有關。由此可知，天候與海象因素是漁船發生海

上事故最大主因，機件故障導致漁船失去動力、漂流，甚至觸礁擱淺，則為次要原因。

    2. 發動機漁船引進、普及與講習

> > 從1910年殖產局新建水產試驗船「凌海丸」起，到基隆民間新建第一艘發動機船從

事鰹漁業，再到1913年拖網漁業的引進，臺灣漁業漸次朝向近代動力機械化邁進，發動

機漁船漸次增加，至1920年代已是發動機船全盛的時代。 1921年臺北州下發動機船已

有150多艘， 1927年翻倍成長至300多艘，1930年再增加至537艘之多，其中蘇澳籍發動

機漁船有100艘，其中日本人及日本會社所有共計71艘，臺灣人29艘。 

> > 因此，從海難事件表中，可以清楚看到這樣的趨勢發展，自1920年3月以後，發生

在南方澳附近的海難事件，絕大部分都是發動機漁船，有遠從日本內地而來，也有從基

隆、花蓮、南方澳當地出航至龜山島附近海域作業，或是因作業航行、返航途中，突遇

暴雨風浪或機件故障，而發生海上事故；另外，從「歷年臺北州遭難漁船統計表」中，

也可看到這些發展趨勢，其中蘇澳庄遭難統計就是南方澳漁港，所以相關發動機漁船專

業職能訓練，就顯得相當重要且關鍵。海難事件表中，有相當比例正是因為船長與船員

專業職能訓練與相關知識的不足，而造成人為判斷錯誤，或機件操作不當，尤其每年臺

灣進入颱風季節後，漁船海難事件頻傳，不僅造成漁業會社、漁船船主龐大財產損失，

寶貴船員生命的損失及其家屬生活陷入困境，都對整體漁業發展有不小之影響。

> > 在「討海驚風透」人工搖櫓及「順風好駛船」的帆船時代，漁船出海作業主要是以

山脈或燈塔作為判定漁場位置和航行指標，在沒有氣象預報及無線電的年代，漁民是根據

早晚霞雲的形狀、顏色與海流潮差的變化，誠如《臺灣日日新報》所記載：「當夏秋之

間，西北風倏起，斷虹之散霞，狀如破帆、鱟尾，而西北方黑雲驟生，海水頓變水面多

污，海蛇游泳，颶風將啟之兆，帆船蓋收泊諸安全之港。…天朗氣清白雲點點，狀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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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澎湖紀略（二）〉，《臺灣日日新報》2529號，1906.10.03，版4。

24.《臺灣水產要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5），頁151。

25.〈開機關士講習會〉，1921.06.07，版5。

鱗，連日晴天之兆也。…澎諺謂早雨早晴是也。…薄暮雨天見紅光，來日必晴，斷虹兩

頭不相連，俗謂破帆，若見諸東方者，來日起暴風雨。」 來觀察、預測天候及海況，

這是經驗傳承及長久以來對生活環境變化觀察累積而來。

> > 上述隨著發動機船的引進，加上1920年代開始，臺灣總督府持續獎勵補助發動機漁

船的建造，除造成發動機漁船普及化外，更同時增進漁船作業捕撈效率與擴大漁場作業

範圍，傳統沿岸漁業以山或燈塔為航行指標，已無法再適用，相關發動機船操作技術、

機電運轉維修知識、海圖、羅針盤、氣壓計等的利用，都與預防海難事件發生有密切之

關聯性。而在1920年代臺灣並沒有相關船長、機關士、船員等考試檢核制度， 漁船駕

駛與維修技術，僅憑數個月之見習，即可成為機關士，但相關機械維修與操作知識嚴重

不足，萬一有突發事故，恐將無法緊急應變處理， 致使海難事故發生。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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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歷年臺北州遭難漁船統計表（1924-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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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歷年臺北州遭難漁船統計表（1924-1941）

說明：表中（中）表示中國型漁船，（內）表示內地人所有漁船
資料來源：根據《大正十三年臺北州第一統計書》、大正十四年到昭和十六年年《臺北州統計書》彙整

而成（臺北：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1940年改為臺北州總務部總務課出版，1926、1927-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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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佐佐木武治，《臺灣の水產》，（臺北市：臺灣水產會，1935），頁101。

27.《臺灣水產要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頁113-151。

28.〈漁船の遭難に就て〉，《臺灣水產雜誌》115、130號，1925.08.15、1926.11.15，頁5-8、68-69。

29.佐佐木武治，《臺灣の水產》，頁99-101。

> > 總督府與地方州廳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開始補助地方州廳舉辦相關船

長、機關士（輪機）養成、甲板員（船員）、船匠（造船工人）等講習會，  藉以改善臺

灣漁業轉型動力化後，所需造船技術與漁業專業人才需求，以避免因不熟悉船舶、機械

的操作維修，或者是因缺乏相關海圖、羅針盤、氣壓計等使用專業知識，而無法應變海

上緊急情況或事故，甚至常因人為駕駛或操作失當，而導致難以挽回的海難憾事發生。

於是，1921年臺北州開始舉辦船長機關士養成講習會，其他各州也陸續舉辦相關機關士

等講習會。 

> > 可是，這樣的轉型與專業訓練是需要長時間累積，尤其1925及1926年連續發生基隆

三艘漁船、豐州丸及高雄5、6艘發動機船等海難事件後，各界檢討聲浪不斷，如在《臺

灣水產雜誌》中即有兩篇漁船遭難的文章，文中清楚指出為何漁船動力化、配備升級

後，漁船海難事件仍無法有效降低，主要原因有，一、相關人員專業職能與知識不足，

如船舶駕駛、維修保養、海錨投入法；二、漁船相關配備不足，如氣壓計、羅針盤、海

圖、無線電等；三、船體結構有缺陷、造船業者偷工減料；四、未實行船員考核制度，

如船長、輪機、船員執照；五、氣象預報速度太慢，如颱風海上警報發布。  換言之，即

便當局已注意到漁船動力化後的相關問題，但仍無法立即有效改善漁船海難事件發生的

頻率。

> > 於是，1926年起，總督府開始編列獎勵預算，以五年為期，針對漁船改良建造或無

線電信機安裝、新式漁具訂製、船員船匠養成、珊瑚加工等，由各州水產會舉辦各式講

習會，其中在海難預防上有1926年機關士（高雄州）、船匠講習會（高雄州及臺南州）

與漁船改良建造（16艘）；1927年機關士（高雄州）、船員講習會（澎湖廳、新竹州）

與漁船改良建造（9艘）；1928年船匠（高雄州）、船員（澎湖廳）、漁船改良建造

（16艘）；1929年機關士講習會（高雄州及澎湖廳）、漁船改良建造（12艘）、無線電

接收器安裝（4艘）；1930年船員及船匠講習會（臺灣水產會）、漁船改良建造（8艘）

及無線電接收器安裝（火燒島漁業組合）等，希望藉由船員及船匠的專業職能技術提

升，以及漁船結構設備的改良，逐步降低海難事故發生率，同時朝向遠洋漁業發展。

27

28

2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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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佐佐木武治，《臺灣の水產》，頁102-107。

31.《府報》709號，1900.03.15，頁30。

32.「台灣水難救護規則施行細則中改正ノ件（府令第八五號）」（1920-08-01），〈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

追加第七卷地方教育財務通信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123011。

34.《府報》709號，頁30-31。

> > 1931-1935年，繼續以五年為期，編列獎勵預算，進行無線電信電話、冷藏裝置等設

備提升，以因應漁場擴大及漁船的大型化，船員、船匠、水產事務講習會（臺灣水產

會）、漁船改良建造、漁業用無線電信電話局設置（高雄州水產會）等仍持續推動，臺

灣漁業發展也由近海再往遠洋推進。 此從海難事件表也可清楚發現，南方澳漁船捕撈作

業範圍，不再侷限於龜山島附近海域，往南可至花蓮、往北則可遠至彭佳嶼，作業範圍

擴大也正與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發生息息相關。

    3.漁船海難救援機制

> > 從海難事件表中漁船遇難的救援機制來看，經常出現的像是宜蘭郡、蘇澳郡警察

課、蘇澳、南方澳、外澳、瑞芳派出所，頭圍分室、蘇澳、基隆警察署、水產會社、壯

丁團、蕃務本署等救援單位，主要是因為1900年時，臺灣總督府援引日本在1898年所頒

佈之「水難救護法」，以律令第八號發布「臺灣水難救護規則」，  當中即規定若有發現

遇難船舶時，應立即向最近所在地之辨務署長（1920年後改為市尹、街庄長或區長 ）或

警察官吏報告；警察官吏接獲通報時，應通知辨務署長，若辨務署長不在現場，警察官

吏應代為執行相關救護之職務與事務，辨務署長為救護得召集人員，徵用船舶馬車及其

他物件，或使用他人之所有地。（參見圖4）

> > 例如1933年臺北州蘇澳郡南方澳川本福次郎所有日本小型漁船，自基隆港返回蘇澳

途中，在距離宜蘭郡頭圍庄外澳海域約百米處，遭遇激浪翻覆，外澳派出所接獲通報

後，由田中巡查召集保甲民，急赴現場救援；或如同年11月宜蘭郡頭圍庄大溪簡良發所

有發動機漁船「第一壽丸」，前往龜山島附近作業，因操作不當誤觸暗礁，導致船艏浸

水，船員棄船跳海逃生獲救，船長簡良發則下落不明，正由頭圍分室派員指揮附近壯丁

團員進行搜救；又或1938年3月有三艘小型漁船在宜蘭郡頭圍海域進行作業，遭受突如

其來強風襲擊，共21名船員下落不明，為搜尋漁船及漁夫下落，頭圍分室9日緊急召集

全部職員及壯丁團成員，在鈴木分室主任指揮下，致力於沿岸各所警戒安排，同時出動

巡邏船，進行徹底搜索。待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後，地方官員應於一個月內，將救援報告

書以謄本向臺灣總督府提出救援費用申請補助。 

30 

31

33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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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在遇難過程中經常是被附近作業漁船或航行途經的商船發現，而施予援手緊

急救護安置並通報相關單位，或者透過僚船、鄰近作業漁船的救援，緊急避難而獲救，

下落不明的漁船或落海船員，則會由水產會社其他漁船，或者官方船艦（如水產試驗

船、軍艦等），或是徵用南方澳等地漁船協助進行搜索，或通報相關地方單位及委託定

期航行商船等，協助搜尋或注意海面上有無漂流船舶及人員。換言之，在日治時期海難

事件預防與救護處理，可說已有相當程度的法令制度規範與標準作業流程。

圖4：日治時期漁船海難救護通報系統圖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水難救護規則」及日治時期海難事件統計表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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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漁船海難的預防與救恤

> > 除了前述總督府與地方州廳為了保護扶植小資本漁業者，以謀求近海漁業振興、預

防海難事件發生為目的，而逐年編列有漁船改良經費，以獎勵補助建造或改良發動機漁

船，以及針對船長、機關士、船員的專業職能訓練與相關航海知識不足，補助地方州廳

或水產會舉辦各式水產講習會，以期降低人為操作不當所造成的海難事故外，有關上述

船舶結構安全如船體、輪機、帆布幔、排水、操舵、繫船及揚錨、救命及消防、航海用

具、電氣等設備之檢查法規，總督府終於在1934年2月，援引日本帝國議會在1933年3月

新通過公布之「船舶安全法」，在臺灣同步施行， 同時又依據日本遞信、農林省令「漁

船特殊規則」，公布施行該規則，特別針對漁船構造設備、無線電、漁船從業限制進行

規範，漁船若欲更改從業限制時，則必須在漁船檢查證書有效期間內，向最近管轄官廳

提出許可申請，同時須在申請書註記新舊從業限制，並填註於船舶檢查手冊上。   

> > 在1931年11月「海事諸法臺灣施行令」公布，將日本內地「船舶法」、「船舶檢查

法」、「船舶職員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施行於臺灣前，臺灣一直是在特殊專屬情況下，

適用1898-1902年間以律令形式所頒布的相關海事法規，如「臺灣船籍規則」

（1898）、「臺灣汽船檢查規則」（1899）、「臺灣汽船職員規則」（1901）、「臺灣

汽船職員懲戒規則」（1902），但隨著臺灣海運業及漁業發展，這些規則早已不符臺灣

實際需求，日本內地船舶來臺，臺灣官方沒有權限進行船舶檢查，臺灣官方所授與之船

員執照，在內地船舶上是不被承認的，  於是，1920年代為了能與日本內地法律、國際接

軌，同時降低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素人船長，因駕駛發動機漁船而發生事故的機率，所

以提出充實完備臺灣相關海事諸法令的呼籲，再加上臺灣肩負南支南洋發展的使命，培

養具相關專業技術、知識與語言能力的海員，  就成為發展迫切的急務課題。

35.《官報》1860號，1933.03.15，頁379-380；《府報》2035號，頁83。

36.佐佐木武治，《臺灣水產關係法規》（臺北：臺灣水產會，1938），頁244-246。

37.〈海事法規統一の必要〉，《臺灣水產雜誌》170號，1930.03.15，頁6-9。

38.〈船舶法と漁船〉，《臺灣水產雜誌》129號，1926.10.15，頁52-5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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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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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此之外，為了降低漁船海難事故的發生，對於氣象的觀測與預報能力、無線電的

使用、燈塔、避難港等設施，也都陸續計畫進展中。 誠如前述蘇澳漁港建置完成後，漁

船進出與作業船隻陸續增加，但因當時北起鼻頭角至南臺東海岸，完全沒有任何航行指

引標識，而蘇澳港又為唯一的避難港，因此有建燈塔之必要，可是因財政預算考量，一

直沒有進行，直到1926年通過預算編列，以2萬8千餘圓經費，在1927年於北方澳完成興

建， 這對以蘇澳漁港為基地出入之漁船，以及附近航行船隻有相當的助益，更有助於水

產業的發展。 不過，到了1933年就出現光度減弱、點關燈系統，以及閃光器與透鏡運轉

不順的情況，但因蘇澳燈塔附近有突起的礁石，大型汽船亟須注意，加上電燈設施普

及，所以出現希望改善燈塔發光設備的呼聲， 以期有效指引夜間海上航行船舶安全航

路，並減少航行觸礁海難事件的發生。直到1935年在基隆召開水產集談會，才在會中提

出「北方澳燈塔燭光增大請願之件」。

> > 避難港的設置，從前述海難事件表分析討論中，已經清楚得知，龜山島附近是漁船

海難事件最常發生的海域，更是搜救的重點熱區，也是附近作業漁船最常緊急避難的地

點，天候與海況變化則是這些海難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避難港設置成為船隻在海

上航行遭遇暴風雨等緊急危難情況時，避難靠泊與避免船難事件發生的重要避難之所。 

> > 龜山島避難港的設置一直是蘭陽三郡（宜蘭、羅東、蘇澳）漁民多年來的期望，

1932年由宜蘭郡郡民向臺北州陳請興建避難港，雖獲臺北州同意興建，庄民也反應熱烈，

自願出力協助興建，計畫在龜山島俗稱龜尾處，鑿開岩石，以便讓船舶通行，讓漁船可直

39.筆者曾經在〈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一文中，探討過颱風災害預防、氣象觀測與預防、避難港興建等問

    題；梁雅惠在其碩論〈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漁船遭難之研究〉中，也針對漁船遭難之預防與救助，有比較系統性的分析探討，

    在此不擬再贅述，僅聚焦於南方澳漁船海難預防與救助上，但礙於篇幅有限，有關日治漁船或商船無線電的使用與無線電信

    放送局等，則需另闢專文討論；請參閱拙著，〈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臺灣文獻》60：4（2009.12），

    頁253-298；梁雅惠，〈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漁船遭難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12）。

40.〈蘇澳燈臺建設費及竣工期〉、〈蘇澳燈臺竣工祝賀會〉，《臺灣日日新報》9494、9708號，1926.10.07、1927.05.09，版4、1。

41.〈蘇澳燈臺建設祝賀會〉，《臺灣水產雜誌》136號，1927.05.15，頁44-45。

42.〈北方澳の燈臺電燈裝置に改良の聲が高い〉，《臺灣日日新報》11904號，1933.05.28，版3。

43.《臺灣水產雜誌》252號，1936.03.15，頁47。

44.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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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駛入內湖停靠，若遇風雨不測之際，則可免發生船難。 但是一直都未實行，直到1937

年在臺北州派員實地勘查後，認為龜山島大致上條件良好，而且開鑿容易，才在1938年

於州預算中編列經費，決定以總工程費用9千圓，由國庫、州及宜蘭郡頭圍庄各負擔三分

之一，  同年7月正式動工興建，直到1939年4月才完工， 8月舉行竣工盛大慶祝儀式。

> > 完工後，每日有蘇澳及基隆方面漁船數十艘出入， 不僅可在漁期提供漁船暫泊休

息，若遭遇暴風或其他海上事故時，則可成為避難港，避免海難慘劇的發生。

> > 除此之外，在漁船保險方面，漁船是漁業者最重要的資產，同時也是漁業經營上不

可或缺的重要生產工具。而從圖6全臺漁船海難曲線圖來看，前述1920年代開始一連串

的法規、制度規範及預防措施，並沒有真正有效降低及預防漁船海難事故的發生，隨著

漁船動力化與朝向遠洋漁業發展，臺灣每年還是發生相當多漁船海上意外事故，除了遠

洋海難事件頻傳，傳統沿岸漁業所使用之無動力漁船海難事件，仍佔有一定比例，尤其

是1940、1942及1943年，無動力漁船船難事件發生比例分別高達71%、90%、84%。

> > 除少數大資本水產株式會社，如海難事件中的基隆水產株式會社、臺灣水產株式會

社，或部分財力雄厚漁業家有能力負擔高額保險費，例如1920年基隆漁業會社所有發動

45.〈總工費九千圓で龜山島に避難港愈よ築港するに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1654號，1937.12.10，版9。

46.〈龜山島の避難港は五月頃着工待望、漁民は大喜び〉〈頭圍龜山島築避難港臺北州發下指定〉，《臺灣日日新報》

13588、13549號，1938. 01.19、09.17，版5、4。

47.〈龜山島の避難港工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3897號，1938.11.25，版2。

48.〈龜山島の避難港 漁船多數が出入 落成式は八月初旬頃〉《臺灣日日新報》14076號，1939.05.25，版9。

45

46 47

48

圖5：龜山島龜尾湖  資料來源：筆者於2011.04.24登島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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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1929年4月，在花蓮港所召開的第十三回全島實業大會，高雄州提出為扶植

遠洋漁業之發展，促進遠洋改良漁船建造，及針對漁業船舶保險費補助金發放之建議

案；翌年，第十四回全島實業大會澎湖商工會再提出完備海難救護救恤設施。 另外，自

1930年起，臺灣水產會在每年例行大會上，都會提出向總督府、臺北州、高雄州知事有

機漁船「開洋丸」，在蘇澳海域觸礁沉沒，但因該船有5,000圓之船體保險，而得以減少

損失。至於，其他臺灣大部分的漁業從業者，大多屬於小資本家，漁業保險費用對他們

而言，是沉重且無力的負擔，可是往往漁船遇難危險率最高、最需要保險，又是此小型

漁船，而他們幾乎都沒有加入漁船保險，如果突然遭遇海上不測之事故災難，將會立即

陷入破產悲慘命運。

> > 1924年，臺灣「水產會法」正式頒布施行，水難預防救助成為主要事業項目之一；

1925年「臺北州水產會」成立， 即制定有「臺北州水產會救護規程」，除負責遭難漁

船實際救援工作，也會發放救濟慰問金， 不過這些都只是消極性的救助，最終無力再起

者不少，除會嚴重打擊漁業士氣，更會阻礙水產業之發展。 

49.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7），頁176。

50.〈特別會計救護資金歲入歲出預算〉，《臺灣水產雜誌》114號，1925.07.15，頁74-76。

51.〈遭難漁船救濟施設と本島〉，《臺灣水產雜誌》291號，1939.06.16，頁1-2。

52.宮崎健三，《全島實業大會展望》（臺北：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發行所，1937），頁195、201、232。

49

51

52

50

圖6：日治時期歷年全臺漁船海難曲線圖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五十年來統計水產業概況》彙整、試算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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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補助「漁船保險」之請願建議案，因為漁船佔漁業投入資本主要部分，所以有關保險

及減輕特定作業上的危險，在獲得漁業經濟安定上，從漁業經營最大難關的水產金融融

資上之觀點來看，是相當重要。但因臺灣漁船遇難事故較日本內地高出許多，所以保險

費較內地高約四成，一般漁業從業者雖都知道加入保險的必要性，但卻因高額保費而沒

有加入。故在漁船保險獎勵宗旨上，補助金發放有其必要性，但數年來不斷向總督府力

勸及建議下，仍不見實現。

> > 如果根據表3的全臺漁船統計數據來看，從1916年發動機船引進後，到1945年止，

竹筏平均占比約55.4%、舢舨（木造船、中國型與日本型船）約38.1%、發動機船約僅占

6.5%，也就是說竹筏與舢舨占全部漁船數的9成以上，其中竹筏始終維持在50%以上。若

以1937年全臺漁船總數10,409艘來看，其中竹筏5,279艘，約占51%、舢舨4,077艘，約占

39%、發動機船1,053艘，約占10%，但這一萬多艘的漁船，僅僅只有27艘有保險契約，

縱使在基隆有基隆信用組合類似的保險制度，但也僅限於參加組合者，就作為普遍救濟

措施來說，是非常之不完備的。

53.〈漁船保險補助に關する件〉，《臺灣水產雜誌》234號，1934.09.30，頁41-42。

54.〈遭難漁船救濟施設と本島〉，《臺灣水產雜誌》291號，1939.06.16，頁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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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全臺漁船類別統計表（1916-1945）     單位：艘

資料來源：茲根據《臺灣水產統計年鑑》、《臺灣水 統計概表》、《臺灣水產統計》昭和3-17年，

以及《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漁業年報》等彙整、試算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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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從1937年日本內地頒布施行「漁船保險法」後，總督府也已注意到臺灣漁船

保險的迫切需求性，但考量臺灣實際情況與日本內地不同，所以參酌日本內地與漁船保

險及朝鮮水難漁船救濟制度後，改以「臺灣水難漁船救濟事業」模式， 透過國庫及各州

廳編列預算補助方式，交由臺灣水產會及各州廳水產會來執行遭難漁船救濟工作，國庫

補助金專作基金運用，各州廳補助金則作為事務及其他經費使用， 每年向漁船主徵收漁

船價值的千分之十五，作為水難救濟費，而成為了臺灣漁業者共同互助救濟、共存共榮

的基礎。總督府為期此水難救濟事業更加完善，計畫編列總額70萬圓之補助金，以每年

5萬圓連續補助。1940年實施後，隨即發放遭難漁船14艘、3萬5千餘圓救濟金，1941年

完成高雄州共計8艘、5萬5千餘圓救濟金發放，以及尚在申請補助手續的臺東廳6艘、5

萬2千餘圓。 

> > 至於申請手續與資格，各州或稍有不同，以臺南州為例，主要會依據漁船用途、船

體材質、引擎種類、建造價格、當時價格等進行實地調查，而提出申請資格者必須是水

產會會員，並擁有該州船籍或停泊處，總噸位數未滿百噸之動力漁船，或雖無該州船

籍，但以該州為基地，或以該州為基地達六個月以上之動力漁船使用者。 也就是說，

終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並沒有實施與日本內地同樣之「漁船保險法」，而是改以水難漁船

救濟事業來取代，漁船遭難整體比例，也與傳統無動力竹筏，舢舨及發動機漁船的比例成正比。

55.高橋尚秀，〈本島水難漁船救濟事業實施〉，《臺灣水產雜誌》305號，1940.08.31，頁8-9。

56.「新竹州水產會水難漁船救濟事業費州費補助認可」，〈昭和十五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

     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90013。

57.〈十五年度水難漁船救濟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4876號，1941.08.08，版2。

58.〈水難漁船救濟臺南で資格船調查〉《臺灣日日新報》14512號，1940.08.06，版5。

55

56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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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五年經建計劃蘇澳築港及開築臺北基隆運河請示案」（1946-11-07），〈五年經建計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2500022016。

60.「蘇澳港沈艇打撈回復案」（1946-12-06），〈基隆港務局接收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

     藏號：00326600021005。

59

60

> > 誠如前述，日治時期南方澳漁港的發展，隨著漁港興建完成、基礎設施的不斷補

強，交通運輸的改善、官營漁業移民的進駐、發動機漁船的發展、港口疏浚整建等，不

僅吸引來自日本內地、基隆、花蓮、臺東等各地季節性漁民的到來，更成為南方澳當地

漁業發展與東臺灣重要的漁業基地。漁船的增加、動力化、作業型態與範圍的改變擴

大，也讓以龜山島附近海域為漁場作業中心的漁船海難事故不斷增加，而以「臺灣水難

救護規則」為基礎，1920年代後以地方州廳水產為中心的水難救護，再到1940年後以臺

灣水產會及各州水產會為中心的「臺灣水難漁船救濟事業」，為戰前臺灣漁船海難救護

確立一定制度規範與救護的基礎。那麼，戰後南方澳漁業的發展與海難事件之間，究竟

呈現什麼樣之關係？1950-1970年代的發展高峰，又與海難事件發生頻率有何關聯性？

    1. 戰後南方澳漁港復原與擴建

> > 歷經日治時期的築港與改良，再加上具備天然優越的地理環境條件，南方澳漁港業

已成為臺灣東部關鍵性的重要港口。可是，二戰期間南方澳漁港曾遭盟軍轟炸，港內有

沉船，因之阻礙了船隻出入，再加上屢受颱風侵襲、海浪衝擊，漁港岸壁掏空，恐有倒

塌之虞，遂致成為一廢港；又商船起卸及軍艦補給停靠，均有賴於此漁港。1946年，臺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計考核委員會所提出的五年經濟建設計畫中，有關交通部分已列有

蘇澳築港之計畫； 至於，南方澳漁港內約有30艘日本小型登陸艇沉船，也由長官公署

交通處與海軍協商，進行清港打撈事宜。 但因戰後資源缺乏、財政困難，又相關打撈

技術不足，而無法有效解決南方澳漁港沉船及執行復原工作。

> > 1949年時遂由當時駐防南方澳之虎嘯部第三營第八連連長高翔，在各漁船組長會議

中提出整修南方澳漁港意見，商請地方人士集資，後經決議由高翔擔任發起人，組織

「南方澳清港促進工程委員會」，並召開籌備會，決議設置主任委員、秘書、常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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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蘇澳港平面圖（1948年）
資料來源：「補送蘇澳港平面圖案」（1948-04-06），〈本省交通水陸線全圖案（0036/

016.4/53/1）〉，《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典藏號：0040164002086003。

61.〈蘇澳組清港委會整修南方澳漁港〉，《中央日報》，1949.11.06，版8。

62.〈蘇澳積極建港〉，《中央日報》，1949.12.01，版8。

63.〈南方澳公路修竣蘇澳港正加清理〉，《中央日報》，1950.08.09，版8。

63

62

61

> > 1949年11月，省政府官員及省參議員相繼來蘇澳巡視、訪問後，由蘇澳當地賢達組

織「蘇澳築港促進委員會」及「南方澳漁港修建促進委員會」，開始積極向政府陳請築

港，委員會一致認為如果可以更進一步規劃、整建改善南方澳漁港，配合現代化漁船，

進行遠洋漁業，可增加漁獲產量；另方面，若從國防角度來考量，北方澳有燈塔、砲

臺，天然山勢，可攻可守，將可成為東臺灣之屏障，應在此興建軍港，而蘇澳除是當地

輸出港外，也是臺灣東部物資的集散地，如果在此興建商港，則前途看好，不可限量。 

 1950年遂由基隆港務局撥款，針對蘇澳港與南方澳公路遭轟炸損毀地方，進行修復工

程，除重新修建岸壁外，清港打撈工程，也已打撈起十餘艘之沉船，逐步解決恢復部分

戰後蘇澳港及公路修復之問題。

譽及當然委員，下設總務、會計、監察、業務、宣傳等組；修建經費方面，除呈請臺灣

省政府補助大部分外，少部分則向漁船及商船等籌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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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6

68

67

65

64.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漁業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316-317。

65.〈蘇澳積極擴充巾着網捕漁業〉，《中央日報》，1952.02.26，版5。

66.吳映青，〈苦海漁聲：南方澳近海漁業工作民族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論，2010），頁48。

67.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漁業篇，頁75。

68.〈經濟部臺灣漁業增產委員會〉《外交部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1/604.31/11。

> > 1952年，宜蘭縣政府撥款進行南方澳漁港航道的疏浚，另外基隆港務局也撥補經費

進行漁港碼頭、護岸、西側防砂堤等修復及修補工程。1953年，縣府又進行修復東防砂

堤，至此南方澳漁港才復原至戰前狀態。戰後南方澳漁港與戰前一樣，每到漁汛期，港

內漁船數量聚集增多，泊地明顯不足。再加上，1949年蘇澳漁民陳火土與水產試驗所合

作試驗巾著網漁法，1950年在蘇澳外海試撈改良成功後，因漁獲量較傳統捕撈方式增加

數倍之多，而迅速推廣普及，成為臺灣近海重要漁業之一。 

 

> > 1951年蘇澳巾着網漁船只有6艘（3組），1952年倍數成長至22艘（11組），省漁業

管理處則計畫將蘇澳規劃成為全臺巾着網漁業基地。 根據表4更可清楚看見此發展態

勢，1954年宜蘭縣巾着網漁船數已增加至58艘（29組），而且船組數逐年增加，1967年

後大致維持在200艘（100組）以上，1969年更增加至歷史新高的246艘（123組），

1961-1973年是宜蘭縣巾着網發展的巔峰期，船組數平均約占全臺57%，也就是全臺超過

半數以上巾着網漁船集中在宜蘭縣。此外，另一項戰後南方澳漁業觀察的重點—鏢旗

魚，更是從日治時期引進後，逐步發展而成為戰後南方澳重點漁業項目之一，從表4來

看，1954-1962年是宜蘭縣鏢旗魚發展的高峰期，漁船數平均約占全臺66%，也就是超過

6成以上的鏢旗漁船集中在宜蘭縣，而南方澳是宜蘭縣最大、最重要的漁業基地，這些蓬

勃發展的重點漁業，當然也集中於此，不僅為南方澳帶來漁業發展的黃金期，更帶動地

方經濟的繁榮。 

> > 1950-1970年代如同上述所分析，也是南方澳漁港的黃金時期。1950年代起，在美

援支持下，配合國家長期經濟建設計畫及漁業增產需要，除擬定漁業長期發展方案外，

更鼓勵漁業相關投資、積極改善生產技術及漁業公共設施， 利用美援提供相關漁業貸

款，如漁船放領、軍魚、漁網、冷藏設備等貸款，不僅放寬國外動力漁船輸入的審查，

利用美援貸款增建小型動力漁船及增加巾着網漁船，逐步改善沿岸漁業狹小、作業範圍

有限、漁具老舊，以及過去長久以竹筏、舢舨為捕撈主力作業型態， 以提高及擴大近海

漁業作業能力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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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戰後全臺、宜蘭縣巾着網與鏢旗魚漁船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漁業年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1954-1976年，彙整、試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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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69.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漁業篇，頁446。

70.《蘇澳鎮志》經濟篇，頁344-345。

> > 南方澳漁港也在此政府政策下，隨著巾着網改良漁船、漁法及鏢旗魚的盛行普及，

再加上其他來自新竹、高雄等其他縣市的拖網、巾着網漁船，爭相捕撈鯖鰹魚，每屆漁

期，各地漁船雲集，多達千艘，南方澳漁港原有泊地嚴重不敷使用，漁船事故糾紛迭

起，省農林廳、漁管處、農復會、宜蘭縣政府、基隆港務局協商後，決定在1955-1958年

增闢南方澳第二漁港—內埤泊地。1965 年起，基隆港務局為了因應宜蘭地區日益增加之

水泥、石灰出口及原木進口運輸需要，在南方澳第一漁港北側，興建一座小型商港。

> > 1975年，蘇澳商港開始進行大規模施工，南方澳小型商港改為工作船的泊地。1983 

年蘇澳商港竣工，基隆港務局在翌年即將此小型商港撥交給宜蘭縣政府，而成為南方澳

第三漁港。

圖8：南方澳第三漁港停靠之扒網漁船船隊
資料來源：筆者於2014.08.13赴南方澳漁港田野調查訪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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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1. 戰後臺灣漁船海難的救濟

> > 戰後，在日本人的協助與移交造冊下，國民政府陸續進行臺灣各項接收復員的工

作。漁業接收移交的部分，主要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負責接收日治各水產業務

機構，且繼續推行其業務運作。原日治「臺灣水產業會」被改制為「臺灣省漁會聯合

會」及「臺灣省漁業生產合作社聯合會」， 負責實際第一線的漁業事務與漁船遭難救

恤事業，例如1947年農林處電函省漁會聯合會，要求調查臺灣水產業會移交之全臺漁船

遭難救恤事業報告中，所列救恤漁船107艘、漁業勞務者35名、計發救濟金285,589元50

錢，與先前報告所提救濟81艘、漁業勞務者25人、發放救濟金為219,170元70錢，兩者相

差極鉅；又財產目錄內貸款金額、購買品應收帳款、購買品在庫未收金等均有出入，要

求清查實際情形，並回報該處， 後經核對遭難救濟事業救濟金分發明細表（參見圖9）

及財產移動明細表，發現並無不合。而這也就是前述日治末期所實行的「臺灣水難漁船

救濟事業」制度，在戰後移交過渡期，仍舊持續此救濟制度，針對遭難漁船及船員進行

救濟金的發放救恤。

71.蔡昇璋，〈美援與戰後臺灣漁業技術發展之研究〉，收錄於若林正丈、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  

  （新北市：稻鄉，2009），頁345。

72.「遭難救濟事業救濟金分發明細表暨財產移動明細表准核備案」（1947-08-07），

  〈臺灣水產業會移交（0036/297.6/3/1）〉，《臺灣省級機關》，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以下皆同），典藏號：0042976001697002。

73.「水產業會呈送移交清冊核復案」（1947-07-10），〈臺灣水產業會移交（0036/297.6/3/1）〉，《臺灣省級機關》，典藏

    號：0042976001697001。

圖9：1947年第二次遭難漁船及勞務者
救濟金發放明細表
資料來源：:「遭難救濟事業救濟金分發明細表暨

財產移動明細表准核備案」（1947-08-07），

〈臺灣水產業會移交（0036/297.6/3/1）〉，

《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29760016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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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電請擬訂漁船遭難救濟辦法以便編列預算簽請公布施行由」（1948-08-13），〈漁船遭難救濟辦法（0037/076.7/9/1）〉，  

    《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767003890001。

75.「簽復奉諭草擬漁民遭難救濟辦法農林廳已有規定請暫緩由」（1950-06-30），〈漁民遭難救濟辦法案（0039/076.61/29/1）〉，

    《臺灣省級機關》，典藏號：0040766111978001。

76.「農林廳簽為擬將農林廳原訂之「農林廳發給遭難漁民救恤金實施要點」修正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管理處核發貧

    苦漁民漁業遭難救濟金辦法」一案，請提府會討論案。」（1964-03-30），〈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第798次會議〉，《臺

    灣省政府委員會議》，典藏號：00501079814。

77.「農林廳簽為擬修正「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管理處核發貧苦漁民漁業遭難救濟金辦法」一案請提府會討論案。」

   （1972-04-17），〈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第1145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典藏號：00501114519。

> > 1948年，為預防漁船遭難發生，臺灣省政府制定有「漁船海上救護辦法」，公布實

施後，除撥配富九輪、進華輪分駐高雄、基隆海面，擔任救護船工作外，另再由魚市場

管理費項目下，撥發補助20噸以上漁船裝置收音機，以備收聽暴風警報。而在漁船遭難

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漁船遭難救濟及保險又尚未開辦之際，日治時代又已訂有救濟辦法

制度，並交由臺灣水產會及各州水產會執行，因此農林處認為臺灣漁船遭難救恤辦法，

有恢復繼續辦理之必要，但在預算編列方面，因是社會處主管範圍，所以希望該處將此

項救濟基金列入預算，再由農林處擬定辦法公布施行，以保護遭難漁民遺屬之生活。 

> > 1950年省農林廳參照日治時代的漁船遭難救濟辦法，修改訂頒「臺灣省漁船遭難救

濟基金管理辦法」，實施對象包含海上遭難漁船與漁民，主辦機關為省漁會聯合會，所

需經費由省政府補助10萬元及各漁會會員負擔金（70萬元），另外由臺灣區漁業物質處

理委員會撥助7萬8千元，省漁會聯合會提撥5萬元事業費等，開始受理漁船遭難救濟；

主要救濟項目則有一、漁船遭難救濟金；二、漁業勞務者救恤金；三、救護船派遣補助

金；四、返還補助金；五、養殖受災救恤金等， 而成為此後臺灣漁船遭難救濟的基本

母法。

> > 1951年，農林廳又另頒「發給遭難漁民救恤金實施要點」，以農林廳每年預算範圍

內編列專款支應，特別針對清寒漁民如遭遇船難死亡、受傷殘疾而不能自立謀生者、失

蹤等，進行救恤金發放，同時明文規定救恤金申請領取之順位，以救濟遭難漁民及其遺

屬。 1964年，因該要點實施時間已久，相關規定已不符合現況所需，因此由農林廳提

案將之修訂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漁業管理處核發貧苦漁業遭難救濟金辦法」，並公布

施行；1972年部分條款無法切合實際現況，因此農林廳再度提案修訂相關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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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省決協助各地漁會籌設漁民海難互助基金〉，《中央日報》，1977.01.24，版7。

79.〈漁民海難救助基金預為五億元〉，《中央日報》，1986.05.08，版8。

80.「農林廳簽為奉主席提示：漁民海難救助組織及設備應予充實，以確保漁民生命安全，請漁業局督導辦理，並將辦理情

    形提出簡報一案，報請公鑒案。」（1986-03-17），〈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第1794次會議〉，《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

    典藏號：00501179409。

81.「台灣地區漁船海難救護互助辦法簡介」，行政院農委會：https://www.coa.gov.tw/ws.php?id=12873，查閱日期：

    2021.06.20。

> > 1977年臺灣省漁業局為協助各地漁會，籌設漁民海難互助基金，使漁民福利救濟事

業更加完備，也對於遇難漁民家屬盡力照顧救助，以期維持生活。經省漁業局一再爭取

與協商，漁民平安保險業務，將由臺灣人壽保險公司承辦。省府又在1978年年度預算中

編列有600萬元，作為海難漁民的救助金，再加上漁民勞保的死亡給付，預估不幸遇難

漁民，每人將可領到約13萬元的救助金；同時漁業局也協助各地漁會，籌設漁民海難救

助基金，將可再獲得2-3萬元的互助金。

> > 除此之外，為維護漁民生命財產安全，發揮互助精神，救護遭遇海難漁船，並獎勵

及補償救難漁船之損失，行政院農委會於1985年訂定頒布「臺灣地區漁船海難救護互助

辦法」，將相關救援機關應有救難作為、漁船遭遇海難呼救作業方式、各權責機關發動

漁船出海救援之規定、漁業通訊電臺接獲漁船呼救之應變措施、對救難漁船施救之費

用、減少作業之損失、人員傷亡之醫恤費用及漁船損害之修繕費等損失予以補償、主管

機關應有之督導及補助權責等予以明文規範。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依此辦法規定，編列

經費補助，省府預定以五億元作為救助基金， 補助臺灣省漁會設置「臺灣區漁船海難

救助基金」、「臺灣區漁民海難救助基金」， 以及高雄區漁會設置「高雄地區漁船海

難救助基金」，作為救難漁船獎勵及遇難漁船無力支付救難漁船施救損失之補助，這項

基金也設置管理運用委員會，並訂定救難漁船獎勵、施救損失補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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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蘇澳漁民大會訂定救恤標準〉，《中央日報》，1951.08.21，版5。

83.〈蘇澳一漁民墜海喪生〉，《中央日報》，1952.01.18，版5。

84.〈遭難漁民家屬蘇澳發互助金〉，《中央日報》，1955.01.21，版5。

82

83

84

    2.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的分析

> > 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的救助，除了依循中央、省府、縣府制頒的相關法規與救濟辦

法外，南方澳漁船海難的實際狀況是怎樣呢？1950-1970年代的南方澳發展黃金時期，是

否相對增高漁船海難發生的頻率呢？

> > 戰後臺灣各地漁船海難事故仍頻傳，因此誠如上述陸續頒布相關的法規與救濟辦

法，或者設置救難基金、改善相關救難設備、獎勵建造小型動力漁船、補助裝置收音

機、設立漁業電台、漁業保險等，希望能降低與預防漁船海難事故的發生機率。1951

年，蘇澳舉行漁民大會提出審核借款最高額度、設立漁民福利社、獎勵優良漁民及漁業

勞務者遭難救恤等在會中討論，經決議決定設立漁民食堂招待所、診療所、代書處、法

律諮詢處、書報閱覽處、漁民職業介紹所、俱樂部、補習班等；又針對漁民遭難救恤金

部分，決定死亡者發放200元、損失兩眼或一眼者、損失兩手或兩腳之機能者、一手或

一腳者、半身或全身不遂者均發放100元救恤金，失蹤達五個月以上者發放200元救恤

金；臨時動議中還有漁民提出放寬巾着網漁業申請手續及准予20匹馬力左右漁船使用巾

着網。 1952年，就發生蘇澳漁民在龜山島附近作業捕撈時，因突如其來的風浪，導致

船員不幸落海被海浪吞沒的海難事件，蘇澳漁會即按規定，發給400元的撫卹金。 

> > 1954年10月南方澳發生漁船金勝二十六號漁船失蹤海難事件，蘇澳鎮漁會根據漁民

遭難互助辦法，通知家屬於1955年1月前來漁會具領遭難互助金每人2,300元。 同年1

月，正值南方澳傳統漁期，漁船紛紛出港，在距離南方澳漁港約80餘浬海面作業時，因

氣候驟變，風雨交加、海浪洶湧，漁船返航不及，結果造成新福勝號漁船船員遭風捲入

海中溺斃死亡，朝盛號駕駛室撞壞，喜久二號漁船鏢臺損毀，還有元聖二號、建興號、

金泰興號、漁增七六號、西海發等五艘漁船翻覆沉沒，漁民3人失蹤，以及三大吉號和船

員6人等情況不明。蘇澳漁會接獲通報後，立即派遣動力漁船7艘，會同海軍艦艇冒險出

海搜救，宜蘭縣長甘阿炎偕同警察局長親赴現場勘查，並會同蘇澳鎮漁會理事長劉傳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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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寒流來襲南方澳海面出漁船沉沒五艘〉，《中央日報》，1955.01.10，版5。

85聯檢組長、海軍巡防處長及警察人員指揮搶救工作。 由此可見，此次南方澳漁港海難

事件的嚴重性，由宜蘭縣長會同海軍、警察及漁會等各單位，共同投入搜索及救援工

作。

> > 從表5來觀察，戰後漁船海難事件的統計方式，仍延續日治時代的分類方法，分成

沉沒、破壞、坐礁、行蹤不明，每年都有為數甚多的漁船難事件發生，這些漁船海難通

常都發生在臺灣主要漁業基地，發生頻率最高當屬南部漁業重鎮的高雄縣市，其次像是

屏東縣、澎湖縣、基隆市、宜蘭縣、臺北縣及花蓮縣等，其中宜蘭縣海難事故從歷年漁

船統計的數據來看，一直都在前五名之內，這與宜蘭縣為重要漁業及巾着網基地密切相

關。

> > 1953-1980年間，全臺漁船海難事件統計發生頻率最高為漁船破損，總計有12,203

艘，其次為行蹤不明2,951艘、沉沒1,954艘、坐礁467艘；其中，1953、1955、1956、

1969、1971年海難事故中，有大量漁船是在停泊中遭難，正是因颱風侵臺所帶來的災

害。以1956年為例來看，分別有9月3日中度颱風「黛納」，從宜蘭—花蓮登陸，通過中

部；9月16日中度颱風「芙瑞達」，從宜蘭－花蓮登陸，通過北部；9月22日強烈颱風

「吉達」，從臺東－恆春登陸，通過南部。這三個颱風剛好分別通過臺灣的北中南部，

因此造成全臺各地嚴重的災情，也造成許多海難事件發生，除了海上的船難事件外，停

泊在港口的漁船也遭到重創，總計該年漁船海難事件動力漁船共有190艘，其中有85艘

是停泊中的漁船，木船部分有264艘，其中有110艘是停泊中，竹筏方面則有1,613艘，其

中1,139艘為停泊中，就是因為颱風吹襲導致漁船互相碰撞或纜繩斷裂漂流，所造成的船

隻碰撞損壞。此外，1969年9月25日侵臺的強烈颱風「艾爾西」，從宜蘭—花蓮登陸，

造成全臺嚴重災情，也創下有史以來漁船海難事故最多的一次，共計造成停泊中漁船

197艘沉沒、1,167艘受損、失蹤327艘，而其他1953、1955、1971年的情形，也都是因

為颱風侵襲造成停泊中，或者海上航行作業中漁船發生海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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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氣象局颱風資料庫https://rdc28.cwb.gov.tw/TDB/public/warning_typhoon_list/；

    颱風部屋：http://www.tyroom.url.tw，查閱日期：2020.03.11。

86

> > 1953年是宜蘭縣漁船遭受颱風重創最嚴重的一年，7月3日強烈颱風「克蒂」，從宜

蘭—花蓮登陸，通過中部，造成宜蘭縣木造漁船停泊中有66艘破損、7艘行蹤不明，其

次則是1971年9月16日中度颱風「艾妮絲」從宜蘭—花蓮登陸、9月21日強烈颱風「貝

絲」從彭佳嶼—宜蘭登陸， 造成宜蘭縣共計有停泊中漁船17艘沉沒、31艘破損、37艘

行蹤不明，這些尚不包括其他航行或作業中遇難的漁船。

> > 1950-1970年代是宜蘭南方澳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前述巾着網漁船的改良成功，省

漁業管理處將蘇澳規劃成為全臺巾着網漁業基地，都對戰後南方澳漁業發展有相當大的

影響。進一步從表5、6來觀察，1961-1963年宜蘭縣在動力漁船及木船（舢舨）漁船的海

難事故頻傳，1961年共計發生漁船沉沒18艘、破壞142艘、行蹤不明98艘、坐礁63艘的

海難事故，船員失蹤共計74人，創下宜蘭縣漁船海難的歷史紀錄；而另一波海難事故高

峰則是出現在1975-1978年，每年因漁船海難死亡的漁民人數分別為29、40、49、63人，

圖10：1956年侵臺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颱風部屋：http://www.tyroom.url.tw，查閱日期：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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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南方澳港大霧中七漁船互撞觸礁〉，《中央日報》，1960.05.07，版3。

88.〈南方澳港失蹤漁船上有十八艘仍情況不明〉、〈南方澳失蹤漁船全部取得聯繫〉，

    《中央日報》，1961.04.11、12，版3、3。

89.〈海上因風遇難漁民頃已撈獲屍首九具〉，《中央日報》，1962.04.05，版3。

90.〈為保障漁民生命財產請政府在南方澳港設置漁業氣象電臺以保安全案〉，（1962-05-07）：〈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議

     事錄〉典藏號：003-02-05OA-01-5-3-06-0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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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數則為4、8、1、24人，重傷為57、6、0、15、輕傷為18、42、0、31人，這也正

是南方澳漁業發展的黃金期，更與巾着網漁業的發展密切相關。

> > 而若是根據1960-1970年代的報紙記載來看，南方澳漁船遭遇海難事故，天候因素仍

佔相當大比例，例如1960年5月6日有七艘南方澳漁船在北方澳燈塔附近作業，但因海上

大霧，視線不佳，而導致七艘漁船相互碰撞而觸礁的事件。 另外，像是1961年4月8日

南方澳漁船遭遇海上暴風，陸續有漁船返港，有部分漁船則駛入龜山島及基隆港避難，

但發生有18艘漁船情況不明，後全部取得聯繫後，陸續返回南方澳漁港，另外有4艘漁

船翻覆，則是因為操作技術不良所導致。 1962年南方澳漁船「大陸三號」、「福大十

八號」在淡水老梅、興化海面，因遭遇風浪而翻覆，還有一艘「廿二新春陽」因風漂

失，共計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失蹤，蘇澳區漁會理事長陳銀圳親赴基隆處理善後，並

建請有關單位協助搜尋。 

> > 由於南方澳海難事故頻傳，每每造成漁船、漁民嚴重的損失與傷亡，因此1962年省

議員郭雨新、陳世叫提案，因為海上氣候變化異常，每屆夏秋季節颱風期間，瞬息萬

變，加上東北部沿海尚無專為漁業氣象之廣播電台，以致漁民無法獲悉天氣訊息，造成

南方澳漁港作業漁民、漁船，每年常遭臨時氣候劇變，而來不及返回，途中遇難，損失

年達百餘萬元以上，因此希望政府可以在南方澳設置漁業氣象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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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戰後全臺及宜蘭縣漁船海難事件統計表（1953-1980）說明：×表示停泊中漁船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漁業年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1953-1980年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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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戰後宜蘭縣漁船海難事件傷亡統計表（1953-1978）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漁業年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漁業年報》1953-1980年彙整而成。

圖11：戰後宜蘭縣漁船海難事件傷亡統計圖  資料來源：根據表6彙整製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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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請政府轉飭有關機關加強漁業氣象報告，以利漁民出海作業之安全與漁業增產案〉，（1975-06-04）：〈臺灣省議會史

    料總庫．公報〉典藏號：003-05-05OA-32-5-3-04-02303。

92.周清和，〈台灣地區漁業通訊電台營運及漁船救護體系〉，《農政與農情》111期， 2001.09。

93.〈臺灣區十年來海難事件〉，《中央日報》，1985.04.09，版8。

> > 此外，1975年省議員官來壽，呈請政府轉飭有關機關加強漁業氣象報告，以利漁民

出海作業之安全與漁業增產，提案建請省府農林廳函轉中央氣象局，每日報告漁業氣象

時，應針對何時有強風、風向轉變等詳加報導，讓漁民充分獲知天氣情況，以策漁船作

業安全，同時加強分段預報。中央氣象局函覆說明，自實施「加強漁業氣象方案」後，

遇有明顯之天氣系統影響時，即經過研判發布風向即強風風變時間之分段預報，今後仍

將繼續加強辦理，但天氣預報無法百分之百準確，仍會受到某種程度上的限制。 

> > 而這也是配合自1958、1959年先後設立高雄、基隆漁業電台後，不斷加強漁船電報

通信涵蓋範圍，滿足沿近海漁船通信需求，1980年政府開放無線電對講機（DSB）通訊

頻率，並在基隆、高雄、澎湖及蘇澳等區漁會相繼成立岸上服務台，持續不斷由近海擴

大至經濟海域，以利漁船遇難時，可以透過漁業電台向有關單位請求救援，以保障漁船

海上作業及生命財產之安全。 

> > 除此之外，根據1985年一份由中華民國航運學會完成的調查報告指出，1975-1984

年間，調查高雄、基隆、蘇澳、花蓮和臺中等五個港務局的海事綜合報告及相關資料顯

示，這十年間全臺灣共計發生1,944艘次的海難事件，死亡人數750人，約有82%以上海

難船隻，都是未滿500噸的小船，其中又以漁船為主，海難事故主要原因為機械故障，

其次是碰撞。 另，再根據戴正雄及李俊雄〈最近五年來（民國68年至72年間）宜蘭縣

籍漁船海難之研究〉一文中的分析，這五年間宜蘭縣漁船海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候因

素、其次為機械故障，失火、船體設計不良、碰撞及其他原因所佔比例不大。對比筆者

根據歷年《漁業年報》所彙整的全臺及宜蘭縣漁船海難事件統計表，以及前述分析討

論，應可更加清楚的獲悉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發生的主因與漁業發展變化的連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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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合上述所分析討論，日治時期南方澳在未建港之前，已是地方性的小漁港，龜山

島附近海域則是宜蘭縣漁民傳統作業漁場，因此相關海難事件多數集中在龜山島附近。

從1923年蘇澳漁港建成啟用，相關設施逐步完備、對外交通改善，宜蘭線鐵路完成，再

到官營漁業移民的進駐定居、新式漁法的帶入，都對南方澳漁業發展產生重大關鍵性的

影響。漁港基礎建設次第完成，提供每年冬季從基隆及日本內地季節性捕撈漁船重要的

作業基地，但隨著漁船季節性移動、往返作業及漁船數的增加，面對海上各種突發狀

況、天候、海象、海況的驟變、颱風、暴風雨、強風豪雨、濃霧，或者人為操作不當、

機械故障等，導致海難事故屢屢發生。而從上述日治時期的南方澳海難事件的討論就可

知道，龜山島附近海域是主要作業漁場，也是船舶航行的必經航道，所以漁船遇難事故

經常發生在龜山島附近海域，再加上每年漁期正好是東北季風盛行的時節，湧浪、海象

不穩定，更增加漁船出海作業的風險性與困難度。

> > 在日治南方澳海難事件中，有為數眾多的船難是因為颱風侵襲，或者受颱風外圍環

流影響所造成的，漁船遭難的時間點，又多發生在3月、8月、9月季節交替與颱風好發

的季節，比較明顯的趨勢就是，隨著發動機漁船引進與逐步普及，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

中，發動機漁船的海難事件比例也逐漸地增加，因此導致總督府與地方州廳、水產會

等，開始注意到漁船動力化過程中，相關船長、船員訓練、造船技術、航海知識的不

足，導致人為操作不當、機件故障、船體結構等問題，所發生的海難事件日益增多，因

之開始透過船長、機關士、甲板員、船匠等各種講習會，來改善因不熟悉船舶與機械操

作維修，以及缺乏使用海圖、羅盤、氣壓計等專業知識，所造成之人為因素、操作不

當，以致無法緊急應變海難事故。

> > 在漁船海難救援機制、預防與救恤方面，則隨著海難事件的日益增多，以「臺灣水

難救護規則」為基礎，建立起海難通報與救援體系與機制，利用臺灣基層的保甲壯丁

團，配合警政系統、巡邏船、救護船、軍艦等，逐步形成一相對較完整的海難救護體

系，再搭配燈塔、氣象偵測與預報、避難港，相關法規制頒、船舶檢查，船長、船員資

格檢核認證，無線電通信，以及日治末期所實行的「臺灣水難漁船救濟事業」，以總督

府編列長期預算方式，來補助臺灣水產會及各州廳水產會以執行漁船遭難救濟工作，才

比較完整的建構出近代臺灣漁船海難的救援、救濟與預防體系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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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於，戰後南方澳漁業的發展與漁船海難事件的救援與救恤上，在歷經戰後初期漁

港的清港復原，並以日治漁港建設為基礎，加上巾着網漁法的改良試驗成功，以及省漁

管處將蘇澳規劃為巾着網漁業基地，後續的第二漁港擴建，還有1950年代美援貸款支持

下，小型動力漁船建造、漁船放領政策等等，而造就了1950-1970年代南方澳漁港的發展

黃金時期。與日治一樣，全臺各地季節性的捕撈漁船會在漁期匯集南方澳，例如新竹、

高雄的巾着網漁船，就是以南方澳漁港為基地。這些漁船的進出、作業移動，都有可能

隨時會遇到各種海上突發的狀況，天候、海象、濃霧、颱風、暴風、大浪、機械故障

等，身為臺灣東部重要漁港基地的南方澳，除承襲自日治的基礎建設外，也承繼了日治

以來所建立的各項漁船海難救援、救濟、預防與法規制度等等的近代海難救援體系，也

就是在日治既有之基礎上，以日治末期「臺灣水難漁船救濟事業」為根本，延續相關漁

船海難救濟制度，從原本的臺灣水產會、各州廳水產會，到臺灣水產業會，轉變成為臺

灣省漁會聯合會及各地區漁會來負責執行第一線的漁船海難救恤事業，原本由臺灣總督

府、州廳編列補助金，漁船主每年繳納船價千分十五等，作為水難救濟基金，戰後則改

由省政府補助、漁會會員分擔金、省漁會聯合會、漁業物質處理委員會等，聯合提撥或

繳交漁船遭難救濟基金的方式，來進行漁船救濟工作。

> > 另外，籌設所謂「漁民海難互助基金」，頒布「漁船海難救護互助辦法」等，也都

可以在日治時代相關制度辦法中，找到類似的條文內容。只不過，因應戰後漁業發展與

環境的不同，為了更加完備漁船救濟事業，發揮互助精神，同時彌補及修正過往法規救

濟制度上的不足，參酌戰後實際漁業發展及漁船遭難等實況，不斷提供海難救助金、死

亡給付、互助金等，完成日治未完成的漁船及漁民保險，強化搜救體系，漁業電台與收

音機等設置，訂定漁船救難獎勵及損失補償標準，以期漁船海難救援機制與救濟事業更

加完善。

> > 而戰後南方澳也跟隨這樣由中央、省府、縣府、區漁會所形成的漁船海難救援體

制，以及救濟事業的腳步，來執行南方澳漁船遭難救援與救恤等任務。龜山島海域仍舊

是傳統作業漁場，也是海難事故發生的熱區，但隨著漁船、漁法的改變，小型動力漁船

的建造普及，巾着網漁業的發展，南方澳漁船的作業範圍也不斷的擴大，各種不同因素

的漁船海難事件也不斷發生，但以上述所探討的1950-1970年代的黃金發展期來看，天

候、海象變化與颱風因素，還是戰後漁船海難事故發生的最大主因，其次則是漁船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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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機件故障，因此在《漁業年報》漁船遭難統計中，隨著漁船大型化、動力化，以及

近海和遠洋漁業的發展趨勢，遠洋漁業與近海漁業的海難事故很明顯地逐年增加，而南

方澳則是集中在近海漁業，尤其是20-50噸的動力漁船。

> > 總之，從日治到戰後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的發生與南方澳漁業發展息息相關，臺灣

第一個近代化漁港的完成，帶動南方澳轉型發展成為臺灣東部重要的漁業基地，日治的

鏢旗魚、延繩機船，到戰後的鏢旗魚、巾着網，都是南方澳漁業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

南方澳漁船海難事件發生的轉變階段，從日治到戰後海難事件發生的成因各有不同，但

卻有著共同類似的天候及海象因素，以及隨著漁船動力化所帶來的機件故障因素，而從

日治延續到戰後的各項海難救援機制、救濟、預防辦法，或因時代環境與條件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但是從日治所奠下的海難救援制度、法規、救恤辦法、預防措施等，仍可

在戰後海難救濟事業中，找到它的影子與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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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可以從昇璋的研究議題看出，天氣是很大的影響因素，亦可結論從海難事件中
看出天候的影響有多大。昇璋是專門研究日本時代水產業，而且與宜蘭有因緣，所以一

定要來參加此次研討會。從這篇論文的篇幅可以看出他下的功夫，用了相當多的史學檔

案，也試圖去處理從1910年到1980年代，南方澳地區不幸的海難事件。

> > 海難史的研究是困難的，因為這屬於一種創傷的、負面的歷史，所以資料收集非常
困難，海難經常造成人船俱沒，所以能得到的，往往只有出海前的資料，其他皆已不復

存。再來因為海難屬於不幸事件，在保存資料上心態易偏向不願細心保存，得過且過。

所以海難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在這次百年的南方澳學術研討會裡，大家提出的可能都是

偏向較為正面的議題，而昇璋做事一向認真，提出了漁港漁業辛苦的一面，所以我覺得

是這篇論文最重要的意義。

> > 而這邊我以做海難研究應該考慮的面向來提出。首先，儘量把這些資料數據化，統
整出來，可以比較清楚這是屬於海難的事件，再以歷史學的角度分析海難事件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因為天候、海相，以及船本身的問題，包括儀器、駕駛、及漁業作業的行為

等。再來是與人有關的，雖然天氣不由人，但如果我們能了解這方面的知識，仍能減少

意外的發生，而船隻的操控、漁業的作業，這些同樣與人的技術有關，所以一樣能減少

海難的發生。

> > 而關於防止海難，以及海難發生後的救護救援，文章中提到的也是非常具體的。昇
璋也探討到許多關於海難發生後，救濟、保險撫敘等救濟行為，事實上這些行為並無法

減少海難發生，只是存在救濟的作用，這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
文化遺產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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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昇璋有提到透過這個研究，可以歸納出在三月、八月、九月，因天候因素，導致較
易發生海難事件，這邊可以再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個是季節的變化，尤其因宜蘭位於

台灣東北方產生的天候變化，而要留意的是，論文中有時會將海難事件與漁船作業的類

型，或是動力漁船的演變連結在一起，我覺得還是應該回歸至天候、海相、船隻以及人

的這幾個面向。而關於漁船海難的時間，雖說與氣候變化有關，但有時也跟漁季有關，

因為漁獲量亦是出海的原因，而想要出海就必須克服天氣。以南方澳的鯖魚產季來說，

鯖魚季節就是二月到三月，宜蘭以前也有抓飛魚，是四月到五月間、而標旗魚就是冬天

了，以這些為例，這就是南方澳漁船比較會出海作業的日子，也顯示漁民們為了取得漁

獲，有時也是要冒著風險的。

> > 再來是關於發生海難的地區，這裡也需留意，從日治時期以來，日本人為了管理漁
船，所以設有漁籍，就像人的戶口一樣，所以南方澳漁港的船隻是有歸屬於管理的，可

是海難的地點是無法確定的，所以論文中所提出發生海難的地點，其實是與南方澳無關

的，裡面有些船體同樣也不屬於南方澳，所以這邊就需注意差別。

> > 再來需注意一個現象，因為我們的研究大多是透過文獻，較為知識理性的，但我們
要知道，漁民自己作業的海域空間，他不一定使用經緯度，但他們知道哪些海域魚獲量

可能會較多、哪些海域較為危險。所以昇璋提到關於龜山島海域海難很多，背後意義亦

代表著此處為重要漁場，而從龜山島延續到釣魚臺，亦屬於宜蘭漁民的作業範圍，這些

也屬於南方澳漁民的作業空間的知識，是他們本身的經驗知識傳承。

> > 昇璋很用心地儘量列出，從日治時代以來的海難列表，戰後部份可能是因為資料保
存的問題，所以只以文字描述，如果可以同樣列表顯示，這樣會比較清楚。

> > 再來因氣候會影響到海難，所以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注意這方面的資料，舉例來說，
日本人在1909年已在彭佳嶼設立燈塔及氣象測候站，這些可能可以提供關於北海地區的
資訊，也可以連結到戰後為何設立氣象電台的緣故。

> > 最後，可以留意的現象是，關於救濟、保險補助等，這其實屬於某種消極行為，但
我們必須了解，其實漁民一開始對於保險是排斥的，認為這是不吉利的。在漁民生活的

世界會比較追求「航行安全」的概念，也就是訴諸於宗教。這也是為何在港口地域，廟

宇興盛的緣故，這樣的現象也是值得好好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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