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鯖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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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方澳不只是一個地理區域名稱，百年來更是充滿討海文化的場域，曾是台灣鯖魚

產量最高的漁港，今日更逐漸成為呼籲感恩鯖魚與保育鯖魚的重鎮，其中宜蘭縣討海文

化保育協會與「鯖魚祭」是關鍵指標。

> > 南方澳「鯖魚祭」是小型地方社區節慶活動，其催生的脈絡、辦理的核心價值，以

及推動過程，提高南方澳漁村海洋文化保育，讓海鮮文化的南方澳，多了一些海洋文化

的南方澳。

> > 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2007年成立，2008年開始舉辦「鯖魚祭」，迄今(2021年)

仍持續每年由民間主導辦理。本文以南方澳漁村人口變遷、台灣近海漁業產量變化、

「鯖魚節」、「鯖魚祭」等對照分析，探討從強勢捕撈討海的漁村發展，到追求「人海

共生」的在地行動，「鯖魚祭」展現不順從單一捕撈的漁村價值觀，呈現南方澳反思與

多元族群身份的意義，傳達出永續性、建設性、積極性的文化抵抗。

關鍵字：「鯖魚祭」（Mackerel Festival）、「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 

> > 回顧南方澳的移民發展，大致從漁港開港落成(1923年)後開啟湧入各方大量移民，在

開港後50年左右的時間，達到移民南方澳的人口巔峰。

> > 在1970年代的宜蘭，普遍交通不便，遠離都會政治經濟核心，南方澳更是位處宜蘭

的偏遠區域，在那個年代能夠讓許多台灣西部選擇舉家遷移，這在宜蘭其他地區屬於極為

罕見，也讓南方澳討海人的組成背景愈來愈多元。「南方澳自1923年建港以來人口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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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移入，由日據末期的戶籍資料統計......本省籍403戶......。光復後到民國82年間持續有

外來的人口移入，......(宜蘭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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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移入人口數都超過一百戶，使得南方澳的人口組成益形複雜」(李進益，

2016:38)。50年短時間急速暴增的移居人口，也反映在村里行政區增加，漁村聚落產業

經濟成形。50年盛世過後，人口反轉，呈現漁村產業與文化永續的課題。

> > 南方澳漁港腹地狹小，人口稠密，日治時期(1921年)興建現代化的漁港(第一漁港)，

國民政府於1955年增闢第二漁港，1974年進行蘇澳港擴建並於後提撥小型商港成為第三

漁港，南方澳三港定型，漁港的增闢，擴大漁船的停靠規模，加上現代化漁船捕撈技術

更新，快速膨脹的產業效應，吸引來自四面八方對討海有興趣者進入南方澳，成為南方

澳討海新移民。移民的人數膨脹快速的結果，就是村里行政區的增加與重新劃分。自

1955年到1971年間，南方澳從兩個里變成六個里，16年間行政區如此快速增加，也充分

展現南方澳漁港人口快速膨脹的劇烈變化。

> > 南方澳在1950年代前僅「南安里」與「南寧里」兩個里，隨著漁業經濟產業擴大，

從外地來的討海人讓南方澳擁擠不堪，人口增加，行政區多次分割。1955年從「南安

里」分出「南正里」；1966年從「南寧里」分出「南興里」；1971年「南寧里」再分割

出「南建里」，「南正里」分割出「南成里」。

> > 也就是「南安里」分割成「南安里」、「南正里」、「南成里」；「南寧里」陸續

分割出「南寧里」、「南興里」、「南建里」。分割後，各里面積從最小的0.06平方公

里到最大的3.618平方公里不等，合計8.065平方公里。

> > 就空間分割上，「南安里」(0.111平方公里)與「南寧里」(0.06平方公里)分割到最後變

成六個里中最小腹地的兩個里，這兩個里空間雖小，但在1976年居住人口統計兩個里都超

過2,800人以上，那個以低矮平房為主的年代，腹地不大的南方澳，1976年(不含流動人口)

居民登記數已經達到16,094人(蘇澳鎮志，2013:249)，這麼狹小空間容納這麼多人口，無怪

乎當時的南方澳可以支持三間大戲院，不難遙想南方澳當年發達、熱鬧又擁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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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澳

平方公里

南寧里

0.06

南成里

2.25

南建里

3.618

南興里

0.49

南安里

0.111

南正里

1.536

合計

8.065

表：南方澳六里行政區面積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閱：蘇澳鎮志，2013:249)

表：南方澳六里人口變化統計一覽表。(單位／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閱宜蘭縣政府統計資料庫及蘇澳鎮公所，2021)

圖：南方澳六里人口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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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0年代熱鬧擁擠的南方澳，同時也是台灣沿海漁業產量的高峰期，之後則逐年下

降，每況愈下。

 

> > 南方澳六個里在1976年擠入了16,094人，同年台灣沿海漁業漁獲量超過30萬公噸，到

了1980年更是創下370,129公噸的歷史紀錄。隨後漁獲產量逐年遞減，到了2019年沿海漁

獲量已經剩下不到一半的154,964公噸(漁業統計年報，2021)。南方澳人口數也是從1980年

代後逐年遞減，到2021年人口數不到高峰期2/5的7,114人(南方澳六里人口變化統計一覽

表)。不到50年的時間，南方澳減少將近3/5人口數，即使是北宜高速公路通車之後，人口

數仍然持續減少中，顯然交通便利與否並不是南方澳人口增減的關鍵。現代科技的漁船技

術精進，漁獲量會減少，其中一個關鍵的議題是「過漁」的現象。

> > 海洋漁業捕撈技術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捕撈效率大幅提升，討海人祝大漁滿載而

歸的喜悅，卻也伴隨著海洋生態失去平衡的擔憂，長期而言，背後更有著漁村永續的課

題。以南方澳鯖魚捕撈技術為例，從點線面不斷進化，早期用竹筏「釣艚仔」放線垂釣，

到多艘漁船作業大量捕撈的「圍網」(又稱束網、巾著網)，再到效率更高的「焚寄網」(大

型扒網 :俗稱三腳虎 )，捕撈機械化程度愈高、效率愈快，但弔詭的是，近四十年來

(1980~2020)台灣沿海漁業產量持續減少，鯖魚捕獲的尺寸也愈來愈小，「過漁」的議

題，讓中央漁業主管機關展開制定休魚期、限制漁船數量、捕撈範圍，從捕撈工具、捕撈

時段、捕撈範圍進行調控。但對於是否真正「過漁」，很難被科學驗證，因為我們無法窮

盡海洋的魚類總數，僅能從捕獲數量、鯖魚捕撈尺寸逐漸變小、鯖魚成熟其縮短，以及有

經驗老船長捕撈經驗推得。

> > 百年來南方澳漁業捕撈與海洋永續課題，吳小枚記錄南方澳漁業從業人員，以及紀錄

她公公陳傑捕魚歷程和思維變遷，提出南方澳在追求「漁撈競賽」與推動「海洋保育」間

的轉變已經展開。「......其後數年，黑鯧的漁獲量更是一路下跌，一直到現在210個漁區都

不曾聽說有過昔日那樣生機盎然的熱絡了。關於這點，關於自己在整件事情上所扮演的始

作俑者的腳色，公公陳傑至今都還懊惱不已。再說到近幾年鯖魚、鰺資源漸有枯竭的趨

勢，曾經雄霸一方的大型圍網船隊，也因而有好幾組相繼停航結束營業......；雖然當年在

漁撈長的位置上，多抓點魚是所有人對他的期許，也是他責無旁貸的義務，但現在想起

來，他說關於「花飛變少了」這件事，他還是覺得難辭其咎」(吳小枚，20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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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小枚的公公陳傑四十多年討海經驗與反思，一方面見證了南方澳討海盛事，另一

方面也帶出對「過漁」的憂慮與反省。而他也在2007年成為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籌

備主委，以及第一屆和第二屆的理事長，其身份的轉變，也讓我們看到南方澳的改變。

表：台灣歷年近海漁業產量
統計一覽表。（單位／公噸）

圖：台灣近海漁業歷年產量趨勢圖

本研究整理製表。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https://www.fa.gov.tw/cht/PublicationsFishYear/content.aspx?id=

34&chk=45c1a506-e4ff-4f0f-9fad-c898cc1eae42（參閱日期202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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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台灣沿海漁獲量為15.5萬公噸，其中鯖魚捕獲量約有10.8萬公噸，顯示鯖魚

捕撈的重要性，能夠大量捕撈鯖魚的漁港，當然也包括鯖魚的故鄉南方澳（表：2019年

台灣各縣市鯖魚捕獲量）。

> > 台灣鯖魚各縣市捕獲以2019年為例，集中在基隆、宜蘭、高雄、屏東、新北五個縣

市，尤其基隆、宜蘭、高雄三個縣市加總超過8萬公噸，又以基隆市3.1萬公噸全台最

高，顛覆過往南方澳普遍被認知是鯖魚故鄉的概念。「南方澳漁港全年漁業產值占全臺9

成，常見的近海魚類如鯖、鰹、鰺魚等，遠洋大型漁業則以鯊、旗、鮪魚為大宗，尤其

鯖魚年產量約3-4萬公噸，4、5、10月是盛產期，佔南方澳6成，故南方澳有『鯖魚的故

鄉』之稱」（卓如吟，2015:33）。然而從近年各漁港漁獲量統計，似乎基隆已經超越了

南方澳。

> > 鯖魚在各縣市捕獲的統計或許各年度不一，然而因為這些港口與漁船大多固定，所

以捕獲比例差異近幾年都不會太大。另一方面，雖然台灣漁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宜蘭

（南方澳）並非鯖魚捕獲量最高的縣市，但仍有第二高的產量，顯示鯖魚之於南方澳仍

是相當重要，但為什麼會出現南方澳是鯖魚故鄉概念，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 > 南方澳是鯖魚的故鄉，或許不在於實際鯖魚捕獲量是否為全台之冠，但全台灣以鯖

魚作為地方節慶活動，確實南方澳已經奠定深厚根基。透過節慶活動的形塑，讓南方澳

與鯖魚形象緊密整合一起，其中以1997年推出至今的鯖魚節是主要關鍵，累積超過二十

多年的「鯖魚節」，讓南方澳與鯖魚緊密連結一起。到了今日由中央改建南方澳新建跨

港大橋，也是以鯖魚為主要設計元素：「以南方澳特產鯖魚做為設計發想，設置成雙鯖

魚，大魚入港、小魚回歸海洋，營造生生不息、永續海洋理念。」(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

設計說明，2021)，顯然南方澳是鯖魚的故鄉，也已經變成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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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方澳是鯖魚故鄉的概念，應該從1997年開始累積。1997年因為宜蘭縣政府一連串

環保立縣、文化立縣、觀光立縣的鋪陳，尤其在游錫堃擔任縣長最後幾年，配合中央文

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的地方產業政策，搭配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舉辦歸來吧龜山全國

文藝季、國際童玩藝術節、國際名校划船賽等等一連串文化產業化活動，成功吸引全國

民眾對宜蘭地方文化體驗的觀光風潮，各鄉鎮公所也積極展開一鄉鎮一特色，帶動鄉鎮

觀光經濟產業。其中蘇澳鎮當時鎮長是南方澳出身的林棋山，林棋山鎮長選擇以南方澳

盛產的鯖魚作為節慶活動，主要在推銷南方澳鯖魚產業，成功獲得各界關注，並持續舉

辦。「多數鄉鎮公所規劃的活動，多半以產業的提振為主要目標之一，在廣泛結合農漁

業之下，活動多多少少都有「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效果......蘇澳選擇了南方澳特

產俗稱「花飛」的鯖魚為活動主角，定名「鯖魚節」。活動是在10月10日起三天進行，

搭配的活動包括漁業有關文化展、漁具模型展、魚類大觀、漁村私房菜等，而最吸引人

的還是鯖魚的料理品嚐等，把鯖魚的營養、吃法等透過活動介紹給民眾，也相當成

功。」（陳賡堯，1998:362-369）

圖：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設計說明  (引用自：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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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7年南方澳「鯖魚節」從蘇澳鎮公所推出，經過多年累積下，逐漸成為蘇澳鎮漁

會與宜蘭縣政府農業處之間共同舉辦的年度盛會，辦理「鯖魚節」，也扎實地將南方澳

是鯖魚故鄉的口號深植人心而不疑有他。「南方澳與鯖魚的關係密切，官方單位從1997

年開始，除了1998、1999兩年停辦以外，每年9-11月舉辦「鯖魚節」。從1997年廖大慶

先生提出的「鯖魚節」計劃書當中，可以看出活動內容分為「居民同樂」及「觀光旅

遊」兩部份（台大城鄉基金會，1996）」（卓如吟，2016:56）。

> > 參照卓如吟2013年的觀察，「鯖魚節」強調經濟、行銷鯖魚產業、趣味漁港文化遊

戲，「......連年辦下來，以園遊會、各地方團體的小吃販賣、烤鯖魚大方送、甚至還有海

鮮辦桌為主，有感於官方鼓吹吃魚的節慶活動，大量的宣傳南方澳漁獲，卻未提到近年

漁獲銳減的現象。......縱使在「鯖魚節」當中增設了與漁港文化有關的趣味競賽，增加對

南方澳漁港的認識，需要加強的始終是在地居民對於這項節慶活動的參與，從核心任務

的訪談以及當天參與觀察的情形，感受出「鯖魚節」是個以行銷鯖魚為主的商業活動，

雖然官方單位注意到南方澳漁業資源減少的問題，卻未思考背後的原因以及提出治本的

方式，對於官方來說，是否每年以園遊會的辦理方式也漸漸成為一種制式化的活動

呢？」（卓如吟，2016:61）

> > 「鯖魚節」從一開始即是以促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為訴求，從政府部門操作，基本上

都是公開招標廠商承攬活動執行，屬於短時間內要快速履約的採購案，由於是屬於外顯與

對遊客為主的觀光行銷活動，時間不長，不容易與在地文化工作者產生夥伴關係，更難有

良性對話。而從促進經濟出發的「鯖魚節」，著重熱鬧園遊會的外部參與，久而久之，更

難與在地文化產生累積性的成長。這也讓關心過度捕撈漁業資源「過漁」與南方澳漁村文

化保存議題的在地文化工作者，思考由民間另案主導與論述的地方活動「鯖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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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公噸

新北市 8,930

桃園市 29

台中市 50

台南市 41

高雄市 22,692

宜蘭縣 27,489

縣市 公噸

新竹縣 19

苗栗縣 126

彰化縣 3

雲林縣 5

嘉義縣 9

屏東縣 15,174

縣市 公噸

台東縣 799

花蓮縣 907

澎湖縣 675

基隆市 31,456

新竹市 73

合計 108,476

表：2019年台灣各縣市鯖魚捕獲量  (台灣漁業統計年報)

圖：2019年台灣各縣市鯖魚捕獲量(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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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過往公部門以追求地方觀光經濟發展為訴求的「鯖魚節」，目的就是要大吃鯖魚，

此刻談「過漁」似乎顯得格格不入。但從生態與文化永續，「過漁」就是一個重要的切

入點。

> > 1995年南方澳是宜蘭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十四個種子社區之一，由台大城鄉所協助

輔導，當年曾參與的賴榮興與廖大慶，後來皆成為南方澳重要文史工作者，各自成立珊

瑚法界博物館與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宜蘭文史專家陳財發老師亦常年推動討海文化保

存，在地人文歷史調查，讓南方澳人文采風逐漸成為另一股討海文化生力軍。

> > 南方澳地方文化館雖然累積許多地方產業文化，但服務的對象來源，仍以外地探訪

南方澳的遊客為主，相較於龐大的漁業經濟，南方澳文化仍需要不斷發掘與厚實在地

性。再者，社區型地方文化館以家戶經營，能量有限，無法承擔起大量的地方遊客中心

重擔，也不容易成為在地認同建構的整合者，因此對於地方文化館的地方代表性，不容

易獲得肯認。李進益在他的地方博物館分析過程，提出這樣的疑慮「......經由博物館經營

者，文化菁英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共同合作建立起來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象，這種對地方

感的想像與建構過程，是一種透過排除、分類、揀選的過程所留存下來的地方感，而經

過文化菁英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下所形成的地方感，是一種向外宣稱的地方感，強調的

是特殊的地方價值以及具備觀光經濟效益的地方感...(呈現出宜蘭的)文化政策對地方感的

建構過程是朝向對外建構的問題。......原先立意在作為凝聚地方居民地方認同的前提，變

相成為一座提供觀光客參觀、消費的遊客中心。」(李進益，2016:124)

> > 另一方面，公益性的文化人民團體，就更有凝聚地方文化認同的切入點，甚至能累

積更多永續的資源。2001年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成立，形成家族串連的力量，籌備中

的蘭陽博物館，也加入輔導的行列。2006年「宜蘭縣社區教育深耕營造計畫」催生「南

方澳社區教育學習中心」，收集南方澳的人文采風，進行漁船漁法調查，這一社區教育

深耕營造計畫，擾動了南方澳關心永續漁業的課題，以及反省對外遊客服務的觀光經濟

效益，進而尋求凝聚南方澳討海文化的組織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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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方澳社區教育學習中心」為班底的夥伴，思考成立人民團體組織推動南方澳文化

保育的可能，在2007年6月經陳財發、賴耀宗、李阿梅、廖大慶、吳文明、胡樹松等人

提議籌組「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同年8月2日召開「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發

起人會議」，會中推舉陳傑、陳財發、廖大慶、林三平、范李阿梅、胡樹松、王泓四、

王耀徵、吳小枚、陳木水、賴耀宗、張新英、潘金宗、曾森民、吳文明、潘佑升、辜金

龍、吳淑菁等十八人為籌備委員，由老船長退休的陳傑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並成為第

一屆與第二屆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理事長。

> > 陳傑是南方澳討海世家，離開討海工作後，成為追求「人海共生」核心理念的宜蘭

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核心開創人物，顯示出南方澳討海人對於南方澳討海文化與海洋永

續有了更積極性的行動，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行動不是來自於政府主導，而是在地住民

對於「過漁」及過度觀光消費反省後的積極行動。

> > 南方澳「鯖魚祭」舉辦的沿革，與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的成立和發展有著密切

關係，某種程度也是代表該協會對於「過漁」、「漁村文化流失」以及「鯖魚節缺乏深

刻在地文化」的反思行動。這樣的行動，並不是對立性的對抗，而是更積極的透過在地

文化行動，表達地方主體意識與形塑地方文化認同的行為。

> > 1997年蘇澳鎮舉辦「鯖魚節」的活動，也成功為南方澳帶來與鯖魚的高度連結，就

產業上具有一定的媒宣效應，但缺乏文化累積與外來園遊會模式，最終仍引起在地文化

工作者的疑慮。「從2007年開始，地方文史工作者廖大慶先生發現從1997年由官方開始

舉辦「鯖魚節」的活動內容，連年舉辦下來之後，以園遊會、各地團體的小吃販賣、烤

鯖魚大放送、甚至還有海鮮辦桌為主，有感於官方鼓吹吃魚的節慶活動，大量的宣傳南

方澳漁獲，卻未提到近年魚獲銳減的現象」(卓如吟，20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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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續1996年社區總體營造在南方澳的宜蘭縣社區深耕教育計劃，以及2006年南方澳

社區教育學習中心，累積了豐富的討海文化與知識「南方澳社區教育學習中心在2006年

計劃的期末成果報告中記錄該年執行漁船漁法調查及調查表總整、在南安國小進行作

「小船DIY活動」。其深耕南方澳系列，舉辦了認識漁船成果發表會，邀請資深船廠介

紹漁船種類及捕魚經驗，並配合靜態漁船圖片解說展示，邀請南安國小、南安國中學童

共同參與，總計社區居民約500人參與......2007年底南方澳社區教育中心成為了「宜蘭縣

討海文化保育協會」協會班底」(卓如吟，2015:60)。

> > 就在社區總體營造累積一定居民在地文化意識與能量，以及社區居民對於政府舉辦

的「鯖魚節」的反省需求，在經過幾位地方熱心公益的文化工作者登高一呼，宜蘭縣討

海文化保育協會在2007年的時間成立，凝聚了熱心討海文化保存者的共識，也隨即於

2008年10月，運用「南方澳社區教育學習中心」的資源，由民間力量轉化與催生舉辦了

第一屆「鯖魚祭」，而訴求「人海共生」理念，以及對於感恩「鯖魚」的角度出發，

「鯖魚祭」的舉辦，也避免了如「鯖魚節」一般的大吃鯖魚活動。「鯖魚祭」持續迄今

（2021年）已14年，從文化保育及民間自主的立場，呈現與公部門主辦，展現漁業觀光

產業的「鯖魚節」，在內容與意義上的反差。「鯖魚祭」的舉辦，也成為宜蘭縣討海文

化保育協會每年最核心與重要的社會參與活動。

 

> > 協會創會緣起文稿標示了協會的理念核心，提出「人海共生」與關注式微的討海文

化：「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產業的變化，南方澳這個具有特殊地理景觀的漁村，與討海相

關的文化漸漸消失，而這些都是見證南方澳討海文化最重要的資產。為了讓後代子孫能

夠了解認同這片土地，保育討海文化就成了現在最重要的也必須要做的任務。….秉持

「人海共生」的保育理念，以及「記錄與建整討海族群的生命歷史、清查與蒐集討海生

活的無形資產、保存與活化討海生產的有形資產、關照與促進討海生態的健康空間」的

會務宗旨，結合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為日漸式微的討海文化，盡一份心力。」（宜蘭

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2007）換言之，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的關注目標，主要並不

是外客，而更多是在地居民，即使有外客，也是為了累積在地文化保育的能量。因此，

相對於以觀光經濟為訴求的「鯖魚節」，南方澳「鯖魚祭」著重更多的在地參與。「鯖

魚節」從一次性的園遊會舉辦，對於已經建立高度南方澳是鯖魚故鄉美名而言，確實不

容易轉化為在地成果「『鯖魚祭』偏重在文化傳承，『鯖魚節』雖強調在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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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內容缺乏特色，歷年辦理也無累積性，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也就是說不辦也不會

覺得有什麼損失，更何況南方澳海鮮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品牌，地方產業發展較迫切的是

環境的整頓營造，店家的轉型輔導，以提升觀光旅遊的品質，而非錦上添花的大型產業

活動。」(黃淑瑩，2015)

> > 「鯖魚祭」的點睛、陣頭巷弄踩街、丟包子、過水、祭拜和火化鯖魚等等靈感，其

實是來自許多不同經驗累積，有參考國外鯖魚踩街與火化。「地方人士在2007年組成

「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後，討論用不同的形式舉辦節慶，從英國南威爾斯鎮的「鯖

魚節」得到靈感，其鎮民穿著黑衣服，扛著一隻19呎長度的紙糊鯖魚，繞街坊一圈，最

後到海邊火化，其目的為感謝鯖魚帶給他們的豐收。」（卓如吟，2015:62）也有參考屏

東東港、小琉球的燒王船祈安降福的概念，再搭配南方澳信仰中心的開光點睛、漁船下水

丟包子、過水儀式、巷弄踩街、陣頭文化等等（陳財發，2021），踩街的方式，讓陣頭

文化可以集結，穿梭街道巷弄，可以喚起居民的熱情，點睛、祭拜與各種儀式，表達對鯖

魚的敬重，「鯖魚祭」的舉辦，確實跟「鯖魚節」的內容有很大不同。雖然對於媒體或外

人看熱鬧而言，都有鯖魚的活動，也經常讓大家很快分辨「鯖魚節」和「鯖魚祭」兩個名

稱之差異，但對於南方澳在地而言，「鯖魚祭」13年來的擾動，已經持續在南方澳各級

學校與社區團體之間串整，南方澳人海共生與對鯖魚表達感恩的氛圍也愈來愈豐富。

> > 以2020年「鯖魚祭」為例，參與的團體就達到二十餘個，包含蘇澳區漁會、蘇澳鎮

公所、南安國小、南安國中、宜蘭社區大學、羅東社區大學南天宮、廣法太子宮、南興

社區、南寧里、蘇西社區、聖湖社區、港邊社區、南方澳社區教育學習中心、蘇澳鎮觀

光小鎮發展協會、尚海旅行社、仰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內埤海灣觀光發展協會、宜蘭

縣南方澳觀光協會、南寧社區發展協會、宜蘭縣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岳明國小、蘇澳

海事學校、蘭陽博物館等等。

> > 「大鯖魚護境踩街」表演行動由各學校、社區及民間團體組成遊行陣頭，內容有鼓

陣、大漁旗、油桶鼓、「鯖出於南」陣、「鮪漁」陣、「海洋世界」陣、鏢釣船、漁簍

陣、大、小鯖魚、聚光燈籠等，將藉由討海人傳統物件，包括大漁旗、鏢魚竿等已式微

的討海文物，透過創意發想，讓討海文物重生。

304

2021南方澳漁港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 > 活動流程是一整天，但進行配合早上點睛下午火化，陣頭踩街時間安排在下午時段

(參閱:2020年9月27日「鯖魚祭」踩街行程)。遊行隊伍將從南方澳遊客服務中心出發由鑼

鼓喧天的大二結鼓隊前導，引導大漁旗及踩街團隊，南安國小的油桶鼓隊接續，各社團

的表演團隊接力，每經過社區廟宇皆停下演出與祭拜，社區居民也沿路燃放鞭炮，整個

繞經南方澳三大漁港、重要宗教寺廟及社區巷仔內，雖然路程不長，但因隊伍演出與人

數眾多，預估超過600人參與，不到兩公里的路程，踩街進行了三個多小時。

> > 踩街終點是南安國中，於南安國中先行祭拜儀式，丟包子，結束後再將大鯖魚移入

內埤沙灘進行火化，以「鯖魚火化，回歸海洋」的概念，為大眾祈福。2020年舉辦期間

尚未受到太大疫情影響，惟當日下午下起大雨，踩街團隊與居民仍不減熱情，讓南方澳

小巷弄當天下午顯得熱鬧非凡。

2020年9月27日「鯖魚祭」踩街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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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鯖魚祭」的大鯖魚製作與

準備，大約一個月前就開始。大

鯖魚製作也是整個「鯖魚祭」的

重要暖場活動。大鯖魚由討海文

化保育協會理事長張瑞雄等帶領

協會夥伴成員耗時一個多月手工

製作完成，2020年還增加製作小

鯖魚一起踩街，透過羅東社區大

學志工手持「聚光燈籠」的帶領

下，讓小鯖魚也活靈活現舞動了

起來，活動當天各社區舞蹈班穿

梭在踩街隊伍間，為本次活動增

添了趣味。

> > 「鯖魚祭」踩街之前，許多踩街團體仍會有許多的彩排和練習，包含南安國中的旗

魚陣舞蹈，由在地舞蹈老師教學排練「旗魚陣」盛行於1965至1984年間，由陳坤生、曾

枝煙、陳順德三位討海人發起，1965年為了在農曆3月23日媽祖生辰的陣頭需要，參考

日本神轎踩街而開創南方澳在地「旗魚陣」和「鯊魚陣」的陣頭舞蹈，讓「鯖魚祭」踩

街也充滿南方澳歷史感。(參閱:南方澳「旗魚陣」與「鯖魚祭」的漁港踩街陣頭對照表)

2020年「鯖魚祭」踩街路線

表：南方澳「旗魚陣」與「鯖魚祭」的漁港踩街陣頭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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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是一個需要長期累積的過程，「鯖魚祭」剛開始舉辦，公部門與社區居民觀望

是常態，能否成為在地居民共同認同的地方文化，並非一蹴可及，每年的儀式性建構，

更是在地居民集體認同的文化特質。「宜蘭縣討海文化保育協會主辦的『鯖魚祭』，可

說是少數真的在地深耕的活動，或許有人認為活動內容每年都大同小異，缺乏新鮮感。

然而，這種批評是外來的、觀光客的觀點，重複與一致性正是文化傳承的特色，藉由儀

式性的固定活動，凝聚地方的集體認同，形塑在地的文化特質與精神，『鯖魚祭』的關

係人是在地居民，外來的觀賞者居其次。......『鯖魚祭』尚未成為南方澳人共同接受的盛

事，和南方澳『漁民＋移民』的社會背景不無關係，本地廟宇及漁業次級團體眾多，又

因地狹人稠，行政區域劃分就有六個里，加上社區組織、民間團體，應了俗語說的『一

盤魚仔全全頭』，誰也不服誰，單憑討海文化保育協會之力要贏得在地認同是困難

的。」(黃淑瑩，2015)

> > 基辛(R. Keesing1935-1993)從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文化可區分成抽象觀念的文化與

群體實際行為的文化。群體實際行為分析「文化」一詞常用來指涉「一個社群內的生活

模式，也就是該社群規則性一再發生的活動，以及物質的佈局和社會的佈局」，而且這

些都是某特定人類群體所特有的（Goodenough 1961：521）。......另一方面，從抽象觀

念領域，「文化」一詞用來指涉組織性的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一個民族藉著這種體系

來建構他們的經驗和知覺，規約他們的行為，決定他們的選擇(R. Keesing 1980:203)。不

論是實際行為或抽象觀念領域，文化都是發生在群體外顯與內在的運作規則。黃淑瑩在

2015年提出對「鯖魚祭」是否能成為在地高度參與和認同，不僅與群體實際行為有關，

也包含了知識系統的建構。「鯖魚祭」的群體實際行為，從南方澳六個里的參與度而

言，仍可以有更多累積和努力的空間，但從南方澳的社群而言，南方澳的漁工、鎮公

所、漁會、廟宇、學校、志工團隊、捕撈船隊等等，也是社區內的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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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上述文本脈絡分析，「鯖魚祭」的社區參與度，即使六個里的參與不一，但有更

多民間團體、學校和公部門的加入，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社區團體概念，或許從「鯖魚

祭」活動參與及認同觀察，我們對於社區的界定，也可以有更多元的詮釋。

> > 相對的，對於「過漁」、「漁村文化流失」以及「鯖魚節缺乏深刻在地文化」的反

思行動，「鯖魚祭」的舉辦，並不是對立性的抗議，也不是衝突式的對抗，而是體現了

運用文化儀式活動，來帶出漁村多元文化及永續共生的價值。

> > 抵抗是一種不順從的表達，「鯖魚祭」以文化行動表達地方訴求，過程中透過「鯖

魚祭」文化儀式展開，逐步累積與形塑出南方澳特有的鯖魚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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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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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次論壇的規劃令人十分驚豔，可以讓人感受到是花了許多時間與心力的成果，對
於如何在今天更立體重現南方澳形象，也有很大的企圖心，論壇從環境地質產業、歷

史、區域研究的觀點，人物、大眾生活的觀點，性別的、移民等等非常多元的角度，重

探南方澳，也因此代入了及運用多樣的資料，特別是發表人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但其

中佔有很大比例是與南方澳因緣很深的行動者、研究者，可以說這次的研討會很大比例

是多年來在地文史研究的成果，光是看論壇發表的題目，就令我覺得南方澳的形象非常

立體、有深度、有情感。

> > 而在這個論壇的架構中，陳館長的發表描述了南方澳海域、自然資源、以及日本時
代帶入的最先進的近代技術，如何造就了漁村獨特的面貌。我們也可以看到豐饒的漁

獲，既造就了這傳奇的漁村，也形塑了漁村經濟至上的價值觀，本文的重點是在於戰後

南方澳的在地居民，如何慢慢地意識跟發展出永續漁村的想法，並展開了獨特的行動，

而鯖魚祭就是在地行動的指標。

> > 對於鯖魚祭的定位與意義，我非常贊同陳館長的論點，它是具有積極性與建設性取
向的立場，在此前提下，強調並傳達了漁村永續關懷的主張，在這重要的在地文化實踐

下，甚至是成為未來將南方澳視為生態博物館的基礎，所以我認為對於鯖魚祭文化實踐

的記錄，以及更深入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 > 以下我想指出三點陳館長論文中已提出的事項，但仍是令人意猶未盡，想更深入地
探討其中意涵，而這對於理解過去十三年來在地實踐的成績，以及面對未來活動的推

展，都具有其意義。

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
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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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我認為鯖魚祭的成立，其實與前置的歷史文化內涵的調查與累積是密切相關
的，因為這是在現行的漁村經濟價值之外，如何讓多樣的關係人，建立與形成對討海文

化的認同的基礎。雖然本地的反省意識是針對過度捕撈的現象而起的，但後續的聯合行

動，並發展出像鯖魚祭這樣具對抗性、鮮明的永續主張，其實來自於對於地方文化的自

覺與認同。而我想知道的是這個調查與研究的主題，是如何慢慢展開的？而這些調查與

研究，或者是它所帶動的相關行動，對於南方澳的漁村形象、文化內涵的認識，是如何

慢慢建立的呢？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重要的改變呢？

> > 第二，陳館長也提到，其實鯖魚祭的行動是跨領域的，在南方澳本地屬於全新的、
社群的結成，其中包括了討海文化保育協會的組成，以及鯖魚祭活動所集合的社群，而

這兩者所跨域的面向其實是非常多樣的，包括了漁工、捕撈的船隊、行政系統的鎮公

所，漁會、廟宇、各級學校，以及志工等等。其中特別是老船長的倡議與推動，是非常

重要的，我們可以說鯖魚祭所訴求，關於「過漁」的主張，最主要關係人，就是後續行

動的發起主體，也讓這整個行動有非常重要的主體性意義。而跨領域的社群結成，也使

得相關主張，不只停留在特定的社群想法。而這些跨域社群，是如何被聚集在一起？又

是透過如何的方式，讓大家能找到在活動參與過程中，自己適當的定位？我覺得這同樣

很值得再進行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

> > 第三，鯖魚祭祭典的本身充滿了非常獨特的魅力，它是對於本地文化的認同，也是
跨領域社群參與可以成立的具體的、行動式的展演基礎。陳館長的論文中有提到，鯖魚

祭結合了國內外相關的民間儀式、甚至是現代的比較藝術的節慶元素、也摻合一些歷史

文化行動的傳承意識，所以它既有本地熟悉的元素、也有過去歷史重要的文化展演的元

素，可以清楚傳達出行動的訊息，但它又發展出具藝術性及彈性的表演跟創造，所以整

個活動非常輕巧有趣，我認為這亦是讓如此多元的社群可以參與的重要條件。

> > 研究者很早就提出，許多被稱為民間傳統的活動，其實是近現代才慢慢形塑出來，
這是一種傳統是被創造的概念，是跟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對話的結果，以這樣的

角度來看鯖魚祭，它正是一種為了因應當代的社區的地方課題，所發展出來文化展演形

式，這些展演的細節與意義，是如何被決定的？而跟參與的社群又有什麼樣的關聯？我覺

得這也是饒富興味，值得更深入的問題。舉例來說，論文中有提到鯖魚祭的鯖魚本來是用

紙紮的，這跟台灣傳統的紙紮文化應是有關連的，但從一些近期的相關照片中我們可以看

到，現在的鯖魚已變成改用汽球來製作，而這顯然是跟參與的社群，他們所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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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擁有的資源有關係。所以我想，我們仍可以對鯖魚祭的展演細節與參與社群的關係，

做更深入細膩的觀察與討論。

> > 最後我想再提出二個問題請教陳館長：第一，鯖魚祭舉辦已十三年，在這節慶之
外，有沒有什麼聯動的影響？而這些聯動的影響又是如何逐漸擴張的呢？第二、這個行

動本身如何永續？從鯖魚祭啟動暢意的永續漁村、人海共生的價值主張，如何地持續發

展？而除了目前的鯖魚祭慶典外，有沒有可能再發展出更常態的、具主題性的、深入的

學習與行動呢？陳館長一開始所提到的生態博物館的構想，可能就是下一步行動的願

景。而生態博物館的構想又該如何在鯖魚祭多年活動累積的基礎上，展開屬於南方澳觀

點的發展願景？這些我想都是關心永續漁村，以及南方澳未來發展的大家所關心的議

題，以上是我的感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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