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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琉球為一隆起珊瑚礁島嶼，由於缺乏常流河，嶼民的傳統經濟生活除

了從事旱作外，主要以捕魚維生。因此，捕魚的技術，對於嶼民的社會與經

濟生活影響至大。本文即欲以日治時代漁業技術的成長來切入，論述該嶼從

大正 12 年（1923）開始，從以竹筏為主的沿岸漁業，發展至以動力漁船為

主的近海、遠洋漁業後，對當地社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影響和變遷。 
日治以後，隨著殖民政府開始針對台灣漁業及附近漁場展開調查及開

發，加上隨著燒玉式引擎的引入，小琉球動力漁船漁業也開始往近海，甚至

遠洋來拓展。 
就小琉球發展動力漁船漁業的時代背景而言，除了受到鄰近東港漁民以

動力漁船在所屬海域從事漁業活動的刺激之外，殖民政府興辦的水產補習學

校、水產講習會、漁場調查及日本漁業移民等，均為該嶼發展動力漁船漁業

所需的新技術與新知識奠下了基礎。除此之外，陸上漁業設備—如燈塔、避

難港、漁獲物貯藏技術的進展及無線電的興建更是支撐該嶼發展動力漁船漁

業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之下，在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漁業發展過程中，當大正

12 年（1923）出現第一艘動力漁船之後，其數量在 1923-1940 年間大致呈現

成長的趨勢，尤其是昭和 10年至 15年（1935-1940）間，幾乎成長一倍。深

究其因，可說與昭和 4 年（1929）的小琉球燈塔及昭和 11 年（1936）避難

港的動工，讓嶼民對小琉球漁業前景產生信心有絕對的關係。就此時的漁業

發展過程而言，又以漁業組合及信用組合的出現、專業漁工需求增加、鰹節

工場的設立與日本資本家的支配等為主要的時代特徵。 
隨著動力漁船漁業的發展，小琉球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也逐漸在社

會、經濟及文化層面上形成變遷，其中漁業發展重心由東港擴及高雄、社會

的分工與一體感的凝聚、作業風險的提高與心理需求的增強、漁業的企業化

經營及漁業從業比率提高與總人口數的成長均可視為重要的觀察指標。 

–1– 



 

 

68 台灣文化研究所學報 

日治時代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業與社會經濟變遷 

李 宗 信 
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一、前  言 

小琉球為一隆起珊瑚礁島嶼，由於缺乏常流河，嶼民的傳統經濟生活除

了從事旱作外，主要以捕魚維生。因此，捕魚的技術，對於嶼民的社會與經

濟生活影響至大。本文即欲以日治時代漁業技術的成長來切入，論述該嶼從

大正 12 年（1923）開始，從以竹筏為主的沿岸漁業，發展至以動力漁船為

主的近海、遠洋漁業後，對當地社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影響和變遷。 

二、發展動力漁船漁業的時代背景 

小琉球自荷據時代開始出現在歷史文獻後，該地的原住民— 拉美伊

（Lamey）人，早已發展出以竹筏作為漁撈與交通工具。1清光緒年間，漢人

在小琉球發展為六澳六莊的聚落，2其中「澳」是指供竹筏、小船出入，也

                                                                 
1 如《熱蘭遮城日誌》所載，在 1630年 5月 13日，荷蘭殖民當局曾派遣舵手 Blacq前往勘查大員

以南直到下淡水的海岸線以及今日的琉球嶼。該舵手在報告中曾提及：「當時的琉球嶼是個充

滿樹木、土地肥沃的島嶼。雖然沒看見船隻，但卻見到了居民用來捕魚的兩隻竹筏，在島嶼的

西北方。」由於《巴達維亞城日記》曾經記載，當時漢人認為小琉球原住民屬兇暴的食人種，

如 1622年 7月 28日荷蘭殖民當局司令官 connelis Reijersen前往臺灣進行港灣探勘而發現小琉球，

並意欲登嶼時，隨行的漢人翻譯不肯隨行之例可見一斑。所以舵手 Blacq 所發現的竹筏，應當不

是漢人前往該嶼所留，而是該嶼原住民所用來謀生的工具之一。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

誌（一）》（台南市：台南市政府，1999 年），頁 27。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

冊）》（台北：臺灣省文獻會，  1970 年），頁  10 ∼ 11 。 Claes Bruyn 撰文。曹永和、包樂史

（Leonard Blusse）合譯，〈金獅子島的地方和形勢簡述〉收錄於曹永和，〈小琉球原住民哀史〉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講稿，頁 28。 
2  如《鳳山縣采訪冊》〈地輿˙諸山〉所云：「小琉球嶼（小字註：俗呼為剖腹山），在港東

里，縣東南六十里，與鳳鼻山對峙⋯⋯，澳、莊各六（小字注：按六澳東曰大?澳，西曰杉板

路澳，南曰天台澳，北曰白沙尾澳，西北曰花瓶仔澳，東南曰厚石澳；六莊即打牛崎莊、尖山

－附註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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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漁閒時節補修竹筏與漁網的地方，3加上小琉球產竹，故無論漁業採補或

交通往來幾乎都是利用竹筏。4 
除此之外，嶼民也開始利用該嶼的沙灘地形，作為沿岸漁業的中心，並

隨著漁汛期的轉換，定期定點捕捉各式魚種。儘管竹筏架上帆後，仍能甚至

遠至東港進行漁獲物交易，甚至離岸數十浬捕捉鰹魚。然而畢竟竹筏除了本

身的載重量有限之外，一旦失去風力的輔助，則只能依靠人力搖櫓，在安全

上與便利性上均不利於漁業的發展。 
日治以後，殖民政府開始展開對台灣漁業及附近漁場的調查及開發，並

隨著燒玉式引擎的引入（圖 1），台灣的漁業也開始朝向近海，甚至遠洋來

發展。因此，除了要謀求漁船、漁具及漁法的改良外，更必須有完備的漁業

基礎建設與社會條件來支撐漁業技術的提升。影響所及，除了動力漁船數量

開始增加之外，漁業相關會社、組合也開始成立。5小琉球動力漁船漁業的

發展，即在此一時代背景下來展開。 

 
圖 1 ? ?玉引擎 

資料來源：翻攝自《台灣水產雜誌》廣告欄。 

                                                                                                                                      
莊、相思埔莊、漁埕尾莊、濫潭莊、龜仔路腳莊是也）居民四百餘戶，男女二、三千口。地不

產五榖，以捕魚兼蒔雜糧為生。」 
3 亦有小琉球耆老指出，所謂六澳應是指杉板路澳、中澳、大寮澳、天台澳、舺板澳及斷水

仔澳。見〈琉球鄉分組座談紀錄〉收錄於蕭銘祥主編，《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

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 782-783。  
4 如范咸於乾隆 11 年編成的《重修台灣府志》卷十四〈風俗〉云：「小琉球社對東港，地

廣約二十餘里；久無番社⋯⋯。山多林木，採薪者乘小艇登岸；水深難以維繫，將舟牽拽

岸上，結寮而居。」乾隆 29 年，王瑛曾的《重修鳳山縣志》卷一〈輿地志〉亦云：「小

琉球唯小魚船來往，小商船亦罕至者。」道光十年間林師聖於《台灣采訪冊》〈祥異˙小

琉球火〉中則云：「距鳳東港十餘里，巨浸茫茫中，有一嶼，曰「小琉球」，無山石，廣

袤約計十里許⋯⋯。海多鹵古石，鹹水之所結，甚利，船觸輒碎，欲渡者只用竹

筏⋯⋯。」 
5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台灣?水產》（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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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以後，由於日本帝國逐漸將漁業發展目光轉向南洋，台灣則

成為日本進出南洋的「中繼基地」。6在這種情勢下，小琉球也因地理位置

正好位於高雄州漁船前往南洋之航道上，使得殖民政府願意投入更多資金與

人力來從事漁業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當然也對該嶼的漁業發展提供了更為

有利的條件。下文將從「漁業知識與技術的傳播」、「東港漁民的刺激」及

「相關漁業設施」，切入探討小琉球於日治時代發展動力漁船及近、遠海漁

業的時代背景。 

（一）東港漁民的刺激 

如同一則載於大正 11 年（1922）11 月 8 日，標題為「小琉球嶼民奮

起」的新聞所云： 

近來鰹、鮪等魚種成群而至，有石油發動機船五十六隻及三人一組的小

型發動機漁船從事漁業，一日收獲最多可達一百圓左右。但小琉球漁民

並沒有發動機漁船，眼看他人在自己的漁場有良好的收獲，也刺激了島

民，有人就決定新造二隻發動機漁船。7 

據引文，儘管小琉球與東港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皆有相當密切的往

來，然就漁業的發展而言，兩地之間卻呈現出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特殊關

係。明治 37 年（1904），東港漁業組合成立，大正 2 年（1913）六月，漁

業組合購入第一艘重油發動機船— 豐漁丸，並曾前往小琉球海域試驗鰆延繩

漁業、鮪延繩漁業及?田鰹小鮪漁業。8所以，當東港漁民已經有能力以重

油發動機船於小琉球海域進行鰹、鮪漁業之際，小琉球嶼民因缺乏發動機船

而只能徒然眼見他人在自己的海域上進行作業且滿載而歸，所受的刺激可謂

不小。於是一些有心的漁民亦興起了鳩資購買發動機漁船的念頭。 

（二）漁業技術與知識的傳播 

在小琉球傳統漁業技術與知識的傳承上，家庭紐帶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
                                                                 
6 何義麟譯，小林英夫著，〈1930 年代後半期以後的台灣「工業化」政策〉，《台灣史料研

究》7（1996.2），頁 131。  
7 〈小琉球嶼民奮起〉，《台南新報》（1922.11.7）。  
8 〈東港漁業組合狀況— 顯著? ?其?功績〉，《台南新報》（1921.10.26）。  

–4– 



 

 

71 日治時代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業與社會經濟變遷 

角色。換句話說，在傳統小琉球漁村社會中，漁業知識與技術的傳承，大多

透過父子相傳或兄弟相承的方式。日治以後，殖民政府為改革傳統漁業，除

了透過公學校傳授基礎科學教育之外，主要透過水產補習學校教育、舉辦水

產講習會、漁場調查及日本漁業移民來推廣新式技術與知識。關於其實施過

程與方式，分述如下。 

1.日本漁業移民 

漁船動力化可說是台灣漁業發展的關鍵，然日治初期的台灣漁民不僅缺

乏資金，更欠缺操作動力漁船所需的觀念與經驗。有鑑於此，當時的東港水

產株式會社除了從日本本土購入新式漁船外，亦於明治 41 年（1908）起，

招致因受到殖民政府獎勵，而移住東港、居住於東港、枋寮間沿岸一帶的日

本漁業移民。9經過來自日本山口縣阿武郡秋玉里，前後共計 26 名漁夫的指

導，東港與小琉球漁民也逐漸有能力熟練地操作日本式漁船，船具也逐漸獲

得改良。10期間兩地漁民的互動情形，如該嶼其老所云： 

日本漁夫心地很好。他們在作業時我們去觀摩都沒關係。而且我父親雖

然沒有讀書，但頭腦很好，只要被他看過，就能學會。11 

基本上，這批漁業移民作業的漁船屬山口縣玉江浦式動力漁船，大、小各兩

艘（大船寬八尺四寸，可供四人乘坐；小船寬四尺七寸，可供二人乘坐），

主要從事鯊魚延繩漁業與鯛延繩漁業，有時也會捕捉如石鯽、黃花魚及紅魚

                                                                 
9 據昭和 10 年（1935）10 月刊於《台灣水產雜誌》的〈台灣水產業?一般〉所載，基隆老

一輩漁民的說法是，最早移住台灣的日本漁民，主要是前來採取石花菜，其次才是山口縣

的漁民。此外，據記錄所示，在台的日本漁民於明治 33 年（1899）間共有 146 人；大正 9
年（1920）間則有 982 人；大正 12 年（1923）則有 650 人；到了大正 13 年（1924），更

因為珊瑚漁場的發現與鏢旗魚漁業、機船底曳網漁業及機船延繩漁業的發達而人數大幅增

加。昭和 5 年（1930）達到 1542 人；昭和 6 年（1931）改為以登記業主為主，共有業主

707 人；昭和 7 年（1932）業主共有 651 人；昭和 9 年（1934）則有業主 679 人。見〈台

灣水產業?一般〉《台灣水產雜誌》247（1935.10），頁 2-3。〈遠洋漁業獎勵及魚族?件

（原台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780：15（1897）。  
10?谷正鶴，〈澎湖廳外四廳下漁業視察復命〉，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四十四年十二

月，十五年保存。 
11「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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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小魚，而漁獲物則通常販賣予本島的批發商，12有關其資料整理如下

（表 1）。 

表 1 移住東港之日本漁民一覽表（1908） 
姓名 家庭成員 人數 

阪本台郎右衛門 夫婦、四名小孩（十三歲以下）及成年外甥一人 七人 
山本龜吉 夫婦 二人 
山本仙吉 夫婦、二名小孩（四歲以下） 四名 
平田權一 八歲外甥一名 二人 
福永恕吉 夫婦 二人 
久保七郎 夫婦 二人 
福永傳吉 獨身 一人 

左伯半右衛門 成年的小孩二人、未成年的小孩二名（十三歲以

下）、孫女一名（十七歲） 
六人 

資料來源：?谷正鶴，〈澎湖廳外四廳下漁業視察復命〉，《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5416：4（1911.12）。  
說  明：山本龜吉和福永恕吉兩家於明治 43 年（1910）來台，左伯半右衛門家則於明治

44 年（1911）5 月來台。  

雖然這些日本漁業移民最後還是因為東港每年七月到九月的雨季所帶來

的淤積等原因，導致作業成績與收入一直不佳，而陸續返回內地，13然其對

於東港與小琉球兩地鯊延繩釣漁業（漁民俗稱為「鯊魚緄」漁業）技術的的

成長，卻帶來重要的影響。如同明治 43 年（1910）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

產局於《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中，關於東港與小琉球島方面的鯊延繩

漁業之相關記載云： 
                                                                 
12?谷正鶴，〈澎湖廳外四廳下漁業視察復命〉，《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416： 4
（1911.12）。〈招來漁民之現情〉，《台灣時報》12（1910.6.20）。  

13明治 41 年至 44 年（1908-1911）間，在得到殖民政府補助旅費、漁業資金、漁船與住宅的

獎勵，並提供免費使用製造工廠、卸貨碼頭及公共浴場等優待之下，日本內地如高知、愛

媛及大分等地的漁民前往移住台灣的蘇澳、許厝港、公司寮、鹿港、東港及蟳廣嘴等地。

其中高知及愛媛的漁民主要從事專門的漁業作業，如夏天從事鰹魚（? ? ?）釣漁業；冬

天則是旗魚突棒漁業。然而這次的漁業移住政策卻大都因漁夫們或水土不服、對漁場不熟

悉、生活預算及家庭等問題而陸續離台。其中來自山口縣阿武郡秋玉里的四十名漁夫除了

以上的原因外，也受到東港溪口每年雨季的泥沙堆積而導致漁船出入困難而陸續返回日

本。與儀喜宣，〈臺灣?漁業移民?就?〉，《台灣時報》7（1936.7），頁 11。〈東港漁

業組合狀況〉，《台南新報》（1921年 10 月 27 日）。〈東港漁業狀況〉，《台南新報》

（1921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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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及小琉球於此方面向來聞名，特別是在經過來自山口縣鯊延繩漁業

者的指導下，近來已經更進一步地展現了不同的面貌。14 

林玉茹也指出，明治末年的漁業移民主要是為了達到殖民統治、滿足在台日

人的漁獲消費及改良沿岸漁業的目的。15所以，就沿岸漁業的改良而言，明

治末年東港漁業移民的技術移轉，可視為日治時代小琉球漁業技術獲得提升

的第一步。 

2.東港水產補習學校 

大正 11 年（1922）5 月 1 日，殖民政府為求能吸引東港及馬公兩地漁

業子弟留鄉從事漁業，以提升漁村水產從業人員的素質起見，乃於兩地設立

公立簡易水產補習學校，專收公學校六學年的畢業生，並於每年四月入學，

修業年限為兩年。其授課內容除了普通科學之外，並有水產通論、捕魚法及

養殖測量等科目，每星期並有十五個小時的實地實習。以昭和 4 年（1929）
為例，東港水產學校有六名畢業生，而入學新生則因為有東港漁業組合獎學

金的支持，人數則超過廿五名。16然而，該校在漁撈及養殖設備上均呈現不

足，且在教學課程的設計上，理論與實習間的銜接上似乎仍有落差之處，甚

至缺乏制式化的教科書，也無法提供教師進一步從事漁業研究的機制。17此

外，東港水產學校雖然具有實業教育的目的，然大多數畢業生卻大多沒有投

入水產事業。以小琉球出身、曾經先後就讀過該校的蔡萬春、蔡實、蔡天

助、蘇逢源及黃順應為例（圖 1），蔡實、蔡天助及蘇逢源在畢業後往教育

界發展；蔡萬春在戰後曾任鄉民代表；黃順應則往農會服務，可以說並無一

人真正往漁業界發展，殊為可惜。校長渡邊猛郎曾經建議以分發該校畢業生

至地方上的漁業組合或水產組合服務，以貢獻所長，然而似乎並未得到當局

                                                                 
14台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文書課，《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台北：成文，1985 年），

頁 309∼310。  
15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 日治時期東台灣的官營漁業移民〉《台灣史研究》 7：2
（2001.6），頁 88。  

16〈北? ?南?〉，《台灣水產雜誌》171（1930.4），頁 88∼89。  
17此乃東港水產補習學校校長渡邊猛郎於全島實業補習教育研究會所提出之改進事項。見

〈全島實業補習教育研究會記事〉，《台灣教育》349，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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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18事實上，昭和 10 年（1935）所累積的畢業生狀況的資料顯示，大

多都往商業界發展，或成為街庄役場的吏員及公司職員，反而繼續從事漁業

者並非主要多數。（表 2）儘管如此，就近現代漁業知識的拓展而言，東港

水產補習學校仍可視為影響小琉球漁業發展相當重要的傳播中心。19 
 

 
圖 2 小琉球就讀東港水產補習學校學生之合照 

     資料來源：小琉球白龍宮旅社蔡實家族提供  
     說  明：1.拍攝於昭和 17 年（1944），地點位於東港水產補習學校。  
                  2.後排左二為蘇逢源。  

表 2 東港水產補習學校畢業生狀況一覽 
職業 水產業 官公吏 會社員 學生 農業 工業 商業 其他 死亡 
人數 24 31 28 1 17 1 50 28 4 
資料來源：《台灣水產雜誌》247（1936.8），頁 51。  

3、水產講習會 

一般而言，傳統從事漁業者在漁業知識或技術上大致依據經驗的累積，

在漁法的進展或漁具的發明上，步調亦較為緩慢。探究其因，可能是從業者

普遍缺乏應有的相關理論或科學知識所故。所以，傳統漁業大多呈現造船工

                                                                 
18〈全島實業補習教育研究會記事〉，《台灣教育》349，頁 82。 
19例如水產補習學生的漁撈實習課程就曾經前往南海漁場，進行鮪及旗魚延繩釣的漁撈實

習。見〈設立水產學校〉，《台南新報》，（1922 年 1 月 18 日）。〈告示第六十一號〉，

《高雄州報》218，（1922 年 5 月 29 日）。〈東港水產補習生漁撈實習〉，《台南新報》

12096（1935 年 9 月 7 日）。成澤不二男，〈水產青年補習教育?就?〉，《台灣水產雜

誌》290（1940.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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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不了解造船的相關學理；漁網製造工人不明白染料的成分；船長不熟悉航

海術及漁民無法掌握漁類的習性等普遍現象。為了讓台灣漁民對近現代水產

知識及技術能有普遍的理解與認識，殖民政府乃開始利用夜間、漁閒時期或

其他因故不能出海作業的時期，針對造船工人、發動機船長及船工、柴魚及

烏魚子製造工人等，舉辦經常性的水產講習會。20例如昭和 5 年（1930）
間，琉球庄漁業組合鑒於管內機動漁船數量已達數十艘，為了提升該嶼動力

漁船操作人員的素質與技術，在得到高雄州水產會的補助下，於 8 月 23 日

至 9 月 6 日間舉行發動機船操作人員的講習會，由乙種機關士山田直助講

授，共有三十二名人員參加。21此外，為培養漁船機關士之人才，高雄州水

產會曾於昭和 8年（1933）8月 4日至 24日止，在當時的琉球庄琉球保甲會

館舉辦第一屆的「簡易甲板部講習會」，總共有十一名學員完成修習。主要

的講習科目除了航海圖及羅盤的說明及使用外，對於船位的測定、其他漁船

的相關知識均是。22 

4、水產與漁場資料提供 

台灣總督府的水產與海洋調查事業大致始於明治 28 年（1895）12 月。

除了於基隆設立水產調查根據地、派遣技術人員進駐之外，也開始針對澎湖

島的水產、台南地區的養魚池、淡水附近的漁業、基隆近海的水產、新竹至

鹿港間的漁業及鹽業、海產品的商情及安平、東港與小琉球各地的漁業狀況

展開調查。23在新漁場的調查方面，在大正年間主要透過明治 43 年（1910）
興造的總督府試驗船凌海丸（圖 3）來展開。 

大正 8 年（1919），為因應遠洋漁業試驗與海洋調查的展開，凌海丸也

被改造成具有遠航能力的船隻。到了昭和年間，隨著南進政策的展開，24總

                                                                 
20?谷正鶴，〈水產?講習講話?就?〉，《台灣水產雜誌》12（1917.1），頁 3∼5。  
21《台灣水產雜誌》190（1918.2），頁 50。 
22申請參加講習的學員共有五十八名，其中只有十一名學員完成講習，分別是林慶祥、洪生

詰、洪先居、陳尚、陳榮華、李文秀、蔡輝、黃萬滾、蘇達三、陳明通及林荐。見《高雄

州水產會報》11，頁 4∼5。  
23吉越義秀，〈台灣水產史（一）〉《台灣水產雜誌》293（1939.8），頁 21。  
24陳美容，〈日本南進過程中台灣總督府— 南洋篇（1895∼1945）〉，《台灣風物》39：3
（1989.9），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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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開始將海洋調查的目光轉向南洋，25凌海丸的時代，才隨著昭和 6 年

（1931）總督府試驗船— 照南丸（圖 4）的竣工而宣告結束。 
 

 
圖 3 水產試驗船— 凌海丸 

資料來源：輯自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台灣?漁業》 
  （1928 年），圖「水產試驗船— 凌海丸」。 

 
 

 
圖 4 海測船— 照南丸 

資料來源：輯自《台灣水產雜誌》247，頁 7，圖「照南丸」。 
 
對於新漁場的調查，乃是透過一連串的漁業試驗所展開。由於漁場的調

查成果對於漁民漁場知識的開展有相當大的助益，所以在大正 15 年

（1926）以後，殖民政府也開始以獎勵金的方式，鼓勵民間加入對新漁場的

調查工作，因此各地水產會也陸續興造試驗船，加入漁場的調查事業。茲將

台灣總督府於 1895 年至 1936 年間，於各地所展開的水產及於場調查事業等

資料，臚列如表 3。 

                                                                 
25如台灣海峽、南海香港到東京灣海域、? ? ? ? ? ? ? 附近、呂宋海峽、呂宋島西海岸、

蘇路海（Sulu Sea）、西里伯斯海、交趾支那的東部海域及英屬婆羅洲附近均是，見一閑

漁史，〈水產南進一相觀〉，《台灣水產雜誌》（1932.8），頁 47。  

–10– 



 

 

77 日治時代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業與社會經濟變遷 

表 3 台灣總督府水產及漁場調查事業一覽表（1895∼1936） 
時間 地點 試驗船 調查大概與成果 

明治 28 年 
（1895） 

澎湖、台南、淡

水、基隆、新竹

至鹿港間海岸、

安平、東港、小

琉球 

 

針對澎湖島的水產、台南地區的養魚池、

淡水附近的漁業、基隆近海的水產、新竹

至鹿港間的漁業及鹽業、海產品的商情及

安平、東港與小琉球各地的漁業狀況展開

調查。 

彰化廳  

鯊魚釣漁業試驗。 
在總督府的補助下，由日本大分縣購入漁

船漁具而展開之鯛釣漁業試驗，獲得良好

成效。 

明治 35 年 
（1902） 

澎湖  引進日本式鯛延繩漁法進行試驗。 

明治 37 年 
（1904） 阿猴廳沿岸  

利用本島漁民的竹筏進行佐渡型烏賊釣漁

業試驗，然卻以失敗告終。 
烏魚捲網漁業試驗。 

明治 38 年 
（1905） 

澎湖廳  
在得到總督府的補助下，展開沙丁魚的巾

著網漁業試驗。 
明治 41 年 
（1908） 澎湖廳  

鰹流網漁業試驗。 
小臺網漁業試驗。 

明治 42 年 
（1909） 基隆廳  鰆曳繩漁業試驗。 

台灣北部近海及

東部沿海 凌海丸 鰹釣漁業試驗，為本島發動機船鰹釣漁業

之創始。 

台灣北部  
主要針對台灣北部的冬季漁業及鰹魚業者

使用發動機船的情形。。 

台灣海峽 凌海丸 托網漁業。 

澎湖島  
主要針對澎湖地區的鮮魚運載情形進行調

查。 
高雄  發現豐富的底棲魚群及迴游魚群。 

明治 43 年 
（1910） 

台灣南部各島嶼  

發現豐富的暖流性魚群，如鯨魚、鮪魚、

鯊魚、飛魚、鰹魚及沙丁魚… 等，並確定

於阿猴廳沿岸發展定置漁業；於大? ?發

展捕鯨業；於綠島及蘭嶼附近發展鰹釣漁

業；於琉球嶼附近發展?、鮪延繩釣及鰆

流網等漁業的可能。 
三貂角、基隆島 凌海丸 ?流網漁業試驗。 明治 44 年 

（1911） 蘇澳近海 凌海丸 飛魚流網漁業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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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試驗船 調查大概與成果 
台北州八斗仔庄

及高雄州大? ?  小臺網漁業試驗。 

 
 凌海丸 

謀圖擴張鰹漁業漁場並延長漁期之試驗。

主要針對鰹魚的漁場、漁期、潮流、鰹魚

群的迴游狀態及餌料供應狀況進行調查。 
大正 2 年 
（1913） 

澎湖島  
主要針對黑蝶貝、白蝶貝及珍珠貝的分布

區域及生產量進行相關調查。 
大正 3 年 
（1914）   

改良傳統煙仔以捕捉?田鰹為主的鰹待網

漁業試驗。 
大正 4 年 
（1915） 台灣南部 凌海丸 針對鮪魚延繩、南部鮪魚漁場及石花菜的

繁殖情形進行調查。 
菲律賓、婆羅洲及

西利比斯海等海域 凌海丸 進行一般的水產調查。 

台灣東部海岸 凌海丸 調查適合於發展?田鰹漁業及其他沿岸漁

業的條件。 

巴旦列島 凌海丸 針對海人草（製作蛔蟲藥的原料）、淺灘

貝類及夜光貝的分布數量進行詳細調查。 
? ? ? ?礁 凌海丸 針對魚、貝及藻類進行調查。 

大正 6 年 
（1917） 

龜山島 凌海丸 
針對接連海岸線、面積廣達六甲餘的池塘

及建設避難港計畫的可能性進行實地調

查。 
中國江蘇及浙江 凌海丸 針對底棲魚類漁場及一般水產進行調查。 大正 11 年 

（1922） 法屬印度支那 凌海丸 針對底棲魚類漁場及一般水產進行調查。 
昭和元年 
（1926） 

南中國及東京灣

海域 凌海丸 針對底棲魚類漁場及一般水產進行調查。 

菲律賓、婆羅洲

及西利比斯海等

海域 
凌海丸 鰹鮪漁場的調查。 

昭和 2 年 
（1927） 

南海及呂宋島西

部海域 
凌海丸 鰹鮪漁場的調查。 

昭和 3 年 
（1928） 

南海 凌海丸 底棲魚類漁場調查。 

昭和 6 年 
（1931） 

西利比斯海域、

佛洛斯海域、巴

丹海域、爪哇海

域、英屬馬來東

海、暹邏海域 

照南丸 拖網漁業及?鰹漁場調查。 

西利比斯海域 照南丸 ?、旗魚漁場調查。 
昭和 8 年 
（1933） 暹邏灣及喀里曼

丹海域 照南丸 底棲魚類漁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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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試驗船 調查大概與成果 
昭和 9 年 
（1934） 

西利比斯海域及

麻六甲海峽 照南丸 ?、旗魚漁場調查。 

昭和 10 年 
（1935） 南中國海 照南丸 底棲魚類漁場調查。 

南中國海 照南丸 底棲魚類漁場調查。 昭和 11 年 
（1936） 台灣東部沿海 照南丸 ?、旗魚漁場調查。 

時間 地點 試驗船 調查大概與成果 

菲律賓東部海域 照南丸 為了讓台灣本島漁船能夠前往菲律賓東部

海域作業而展開的浮游魚類漁場調查。 昭和 12 年 
（1937） 

 照南丸 為增進鮪魚及黑鮪魚的漁獲量而展開的漁

場範圍調查。 
資料來源：1.吉越義秀，〈台灣水產史（一）〉，《台灣水產雜誌》293（1939.6），頁 21∼30。 
     2.吉越義秀，〈台灣水產史（二）〉《台灣水產雜誌》294（1939.9），頁 1∼14。  

據上表，台灣總督府的水產調查事業於據台之初，主要以台灣及附近島

嶼為主；到了大正年間，開始觸及菲律賓沿海及其島嶼；昭和以後，則大規

模地向中國東南及南洋一帶來展開，就時間的脈絡而言，大致與所謂的南進

政策的開展一致，而小琉球的相關漁業設施也因此受到重視。 

（三）相關漁業設施 

所謂漁業設施，乃指相關的現代化漁業設施的設置，如燈塔的興建、避

難港的興建、漁獲物貯藏方法的進展和漁業用無線電的發展等均是，分述如

下。 

1.燈塔的興建 

對於以高雄為根據地的漁船而言，小琉球的地理位置，可以說正是位居

航線的要衝。然而由於前往該嶼進行夜間作業的船隻，經常受到暗礁的影響

而擱淺，高雄州水產會有鑑於此，並考量整個台灣南部及南洋海域漁業的擴

展、便利夜間航行於該嶼沿海之船舶，乃決定於龜仔路山（北緯二十二度十

九分四十八秒；東經一百二十度二十一分五十五秒處）興建燈塔，並於昭和

4 年（1929）3 月 15 日完工。26其中水產會出資經費約一萬三千餘圓，並由

                                                                 
26高雄魚市株式會社，《高雄漁港? ? ?陸上設備》（高雄：台南新報社，1930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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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界的權威石川博士設計，石造四角形，塗上白色漆的小琉球燈塔，燭光

在晴朗的夜裡可達廿海浬遠。27如同時任庄長宇田薰於昭和 5 年（1930）元

旦在《台南新報》所發表一篇題名為「琉球嶼的過去與現在」的文章中所指

出，由於燈塔的興建，使得以往經常造成船隻觸礁的小島，一日之間變成了

照亮殖民帝國開拓南方漁場的指引與希望。引文節錄如下： 

很久以前，造物者在距離被叫做東港八浬，高雄十九浬的地方隆起一塊

如手掌大的孤島⋯⋯，幾百年來，航海業者或討海人將其視為絆腳石或

麻煩物⋯⋯。然而諷刺的是，我們琉球嶼今年四月興建了稱為燈台的文

化設施，過去的障礙物一日之間，成為了受到討海人心懷感激和歡迎的

地方。嗚呼，臺灣本島的人總是認為琉球燈台距高雄港很近，甚至給人

一種安慰感，於是常常忽略它的重要。然而在那裡，沐浴在盛世的島民

們，正面臨著如長久以來討人厭惡的孩子般，期望能有所出息的時候。

他們和志同道合的人不顧一切，焚膏繼晷地順風揚帆，嘗試著從事老天

爺所賦與的事業。方今世上處於太平安逸的人，不是也都有回憶過去艱

難的時候嗎？絕對不能說沒有助於臺灣南端第一線的事。 

所以，由於小琉球燈塔的興建，不僅對該嶼漁業的發展有所助益，對殖民帝

國而言，更是前進南洋漁場的希望。由於該燈塔的地理位置剛好位於南台灣

漁場中心，甚至直到今日，對於來往高雄及南洋的船隻而言，仍須依靠此一

燈塔為夜間安全航行之指引。28 

2.避難港的興建 

動力漁船的使用與竹筏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在漁業的經營上，必須建

造適合栓繫漁船的港口，而後者大多依賴自然的沙灘地形，並不需要特別建

                                                                 
27〈琉球嶼?點燈〉，《台灣水產雜誌》150，頁 36。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八

年版）》，頁 66∼67。 
28目前往返高雄港與南洋之間的輪船，大都經由小琉球西側約五公里處航行，小琉球燈塔不

僅提供了相當的指引，船隻也因此避免觸礁的命運。見〈琉球鄉燈塔請政府接管〉，《聯

合報》（1951.10.20），五版。杜奉賢、徐安琨、盧惠敏、吳明訓、陳淑慈著，《大鵬灣

風景特定區之人文資料調查研究》（屏東：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0
年），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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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港灣以供停泊。29對於殖民政府而言，小琉球不僅位於台灣本島漁船往返

南方漁場之要衝，更是日本南進政策下開拓南洋漁場的要塞，加上該嶼附近

海域經常發生船難，對於以高雄港為基地，而前往南方海域作業的漁船而

言，必要時能就近前往該嶼避難。30所以，在獲得國庫四萬圓補助、州政府

及嶼民共同籌措的四萬圓預算下，終於確定避難港的築港計畫，主要工程則

分為防波堤工程、護岸工程及港口濬深三大部分。31儘管殖民政府支持避難

港修築乃著眼於開發台灣南部漁場並確保作業船隻的安全，然對於小琉球嶼

民而言，避難港的修築亦直接使嶼民受惠，也代表漁民的財產— 動力漁船，

在風雨襲來之際能獲得更大的保障，當然進一步地刺激了機動漁船數量的成

長與近海漁業的發展。 
據昭和 8 年（1933）《琉球嶼避難港》調查書所載，在小琉球避難港完

工之前，該地僅有私設的修船所一處。在漁港設備部分，根據昭和 8 年

（1933）《東港郡要覽》所載，除了昭和 2 年（1927）由高雄州水產會補助

興建的簡易碼頭外，亦缺乏應有的港灣設施。32所以該嶼的動力漁船，在平

時大都利用各部落的海岸下碇避風，遇上強風之際，只好繞著島嶼尋找避風

處下錨，遇上暴風之際，只好將船隻駛往附近的東港或高雄避風，對於該地

的漁業發展，可以說相當的不利。33因此，當昭和 13 年（1938）避難港完工

之後，小琉球又興建了容量可達五百公噸的重油儲油槽、漁具倉庫與主要提

供從事漁業者過夜的宿舍。並透過銀行借貸，計畫於天台、杉板路及大寮興

建供漁民過夜的宿舍。34此外，殖民政府更於昭和 17 年（1942）追加二萬五

千圓的預算修築防波堤。35殖民政府於戰時經濟體制及南進政策的開展下，

對開拓南部漁場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由於避難港的興建對小琉球漁業發展有實質的意義，故地方人士對於推

                                                                 
29與儀喜宣，〈台灣?漁業移民?就?〉，《台灣時報》7（1936.7），頁 12。  
30〈琉球嶼?白沙尾?漁港?新設?計?— ? ?漁業?南方? ? ?展? ?多分?必要性? ?

?〉，《台灣日日新報》（1934.5.20）。  
31〈琉球嶼避難港?築造計畫?理由概要〉，《台南新報》12042（1935.7.15）。  
32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八年版）》，頁 7。  
33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琉球嶼避難港調查書》（1933 年），無頁碼。 
34〈琉球庄漁業組合?新事業〉，《台灣水產雜誌》277（1937.4）。  
35《台南新報》13413（1939.4.26），3 版。〈?口知事一行東港郡琉球庄初巡視〉，《台灣

日報》15040（1943.10.2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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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避難港的興建，莫不孜孜。其中又以時任琉球庄長、公醫及漁業組合長等

職的宇田薰功勞最為顯著。以一篇發表在《台灣水產雜誌》題名為「在琉球

避難港完成之際追思宇田薰先生的功勞」的文章為例，文中即針對小琉球避

難港的興建意義與宇田氏的功勞，有具文描述： 

避難港的竣工無論對於琉球嶼或整個臺灣南部的水產業發展的幫助之

大，也應當是毋庸置疑的，而為了這個原因來舉行慶賀儀式也是不為過

的。對這個偏僻又狹小的島嶼進行龐大的經費投資，使得今日能有偉大

的工程完成，是同嶼發動漁船蓬勃發達示範的榜樣，這不但是當局英明

的決斷，更不能忘了前庄長兼漁業組合長宇田薰先生的功勞⋯⋯。36 

更重要的是，避難港的興建完成，使得小琉球嶼民對於該嶼漁業的投資與前

景，均懷抱著更大的信心與希望，當然有助於該嶼動力漁船漁業的發展。 

3.漁獲物貯藏方法的進展 

漁獲物的價格除了其本身的價值外，往往取決於其新鮮的程度，而其新

鮮度不僅影響漁獲物的利用方式，亦是如何有效分配的關鍵，基本上是受到

運銷的時效性與保存的方式所左右。37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位居亞熱帶，加

上傳統漁業以沿岸及養殖為主，對漁獲物的處理方式，大多是在上岸後立即

由魚行或仲介商所收購，而漁獲較多時的貯藏方法，普遍是製成鹹魚、曬成

魚乾、煮成魚脯、魚麩⋯⋯等方式來保存，甚至當作農業肥料或?鴨之飼料

使用，對於在漁場辛苦作業的漁民而言，無法以漁獲物換取最大利潤，可以

說是相當可惜的事。 
然隨著日治時代動力漁船的發展，漁民在漁場知識與漁業技術提升之

後，作業空間亦逐漸由沿岸往近海甚至遠洋發展，作業時間也往往動輒數日

甚至數週，漁民則面臨了較過去更為急迫，也必須認真思考如何保存漁獲物

新鮮度的問題。由於作為短期貯藏與搬運所需的冰塊取得不易，加上亦缺乏
                                                                 
36〈漁村夜話（十）琉球庄避難港功勞者˙宇田薰君〉，《台灣水產雜誌》272，頁 54。  
37一般說來，魚在斷氣後數小時內就會變成僵硬，要判斷漁獲物是否新鮮，大致可以依據以

下幾點：一、魚鱗是否完整，有無脫落之現象。二、魚肉的彈性。三、眼球是否呈現透

明，而非混濁。四、腹部黏膜沒有受損。五、魚鰭呈現鮮紅色。六、魚背上肉發黑的部分

完整。七、魚肉的切口處肉質堅硬又有光澤。見〈魚?鮮度見分?〉，《台灣日報》

13852（1940.7.1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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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冰所需的技術與資金，故小琉球在明治年間主要的水產製造物仍然是以魚

翅、鹹魚及乾魚為主，38直到大正 13 年（1924）鰹節工廠成立後，39始有製

成柴魚的技術出現。由此可見，對於傳統沿岸漁業者而言，由於向來缺乏先

進的運輸與冷藏技術，故只能以低廉的價格出售漁獲；然對於動力漁船業者

而言，由於作業時間空間均較前者為長及遠，為保持漁獲物的新鮮度及價

格，發展製冰業與冷藏業似乎成了不能避免的趨勢。40 
台灣的製冰業始於明治 31 年（1898）台南安平的怡記洋行。41大正 12

年（1923），農林省公布「水產冷藏獎勵規程」，而「大日本製冰會社」亦

於台北設置冷藏庫，之後各地的冷藏庫與冷藏搬運船與貯冰庫亦逐漸普及，
42以昭和 5年（1930）高雄州為例，共有十一製冰公司，整理如下（表 4）。 

表 4 高雄州製冰會社一覽表（1930） 
會社名稱  會社地點  製冰能力（噸）  

大日本製冰株式會社第三十九高雄工場 高雄市湊町 50 
蓬萊水產株式會社高雄支店冷藏庫  高雄市新濱町  40 

高雄製冰株式會社 高雄市鹽埕町  25 
岡山製冰公司  岡山郡岡山庄  5 

泰山製冰株式會社 高雄市旗後町  15 
大日本製冰株式會社屏東工場  屏東郡屏東街  15 

恆春製冰工場  恆春郡恆春庄  5 
東港製冰株式會社 東港郡東港街  10 

高雄自動車合資會社屏東製冰部 屏東郡屏東街  5 
鳳山製冰合資會社 鳳山郡鳳山街  5 
旗山製冰公司  旗山郡旗山街  5 

合  計  11 所  180 
資料來源：殖產局水產課，〈台灣?於? ?製冰業者〉，《台灣水產雜誌》204（1932），

頁 19∼21。  

                                                                 
38祝平一總編，《臺灣漁業史資料選編：統計篇﹙明治— 大正﹚》（台北：台灣省漁業局，

1998 年），頁 358-359。  
39日文中的「鰹節」就是指「柴魚」而言，本文為行文方便起見，以下均不直譯。  
40宮上龜七，〈漁村? 共同施設（四）〉，《台灣水產雜誌》133（1927.2），頁 8∼9。  
41在這之前，台灣南部的冰多幾乎都從香港輸入，台灣北部則多從日本長崎輸入。除此之

外，見吉越義秀，〈台灣水產史（一）〉《台灣水產雜誌》293（1940.6），頁 22。〈製

冰會社成立〉，《台灣日日新報》 79（ 1898.8.6）， 3 版。《台灣日日新報》 97
（1898.8.27），3 版。  

42〈水產冷藏? 話〉，《台灣水產雜誌》204（1932.8），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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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小琉球漁民的漁業用冰，大多從東港購入，以動力漁船漁業為

主，竹筏漁業則較少購入冰塊冷藏漁獲。43 

4.漁業用無線電的發展 

在漁業技術尚稱原始、無線電技術尚未引進之前，小琉球和高雄、東港

間的信息聯絡，一度需透過信鴿的飼養與訓練，來達到通信聯絡的目的。44

然隨著動力漁船數量的增長及漁場的逐漸由沿岸往近海甚至遠洋擴張，高雄

州水產會基於漁船出海作業時，對通信聯絡的需求，以期增進作業效率並防

止船難的發生，乃於昭和 9 年（1934）3 月，以預算二萬五千圓於高雄市青

年會館設置「漁業專用無線電信電話局」，並於同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放送。

自始漁船可以透過如颱風的預報及遭難船隻的通報等，來確保船員的生命保

障。對於作業的船隻而言，亦可及早掌握漁況，作業則更有效率。45據該嶼

耆老指出，在無線電普及之前，為避免遭遇颶風，一般動力漁船大都裝置測

量氣壓的「風針」（氣壓計），但準確性較低。此外，也可從高雄購入海

圖，並透過對海上貨輪航向的觀察，來判斷本身的方位。46然而，當無線電

技術與設備逐漸普及後，該嶼漁民在出海前，則開始攜帶收音機，以便收聽

廣播電臺的相關報導。47可見當時的漁船已能運用無線電技術，來保障漁獲

物的滿載及船員生命財產的安全了。 

                                                                 
43「洪?先生（1920-）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4 年 1 月 10 日）。  
44〈小琉球公學?傳書鳩使用〉，《台南新報》（1923.9.6）。  
45該無線電信可通達距離約一千浬，電話約五百浬，為了方便漁民聽取，一日放送兩次，後來

更增至三次，每次長達十分鐘。主要放送內容是氣象預報、暴風警報、遭難事項、漁況、高

雄魚市場的魚價情形及漁業指導相關事項⋯⋯等消息。此外，透過高雄州水產指導船「高雄

丸」的中繼反覆放送，更能增進其效果。見〈漁業專用無電開通期迫至與基隆相呼應〉，

《台南新報》（1934.3.20）。〈高雄州水產會漁業用無電局以盛大舉開局式〉，《台南新

報》（ 1934.3.29）。〈高雄漁業無線放送開始〉，《台灣水產雜誌》230（ 1933.9），頁

81。〈高雄州漁業無線局放送時刻改正〉，《台灣水產雜誌》272（1937.11），頁 34。〈漁

業無線局竣工?放送開始〉，《高雄州水產會報》十二，頁 47∼51。  
46例如駛往香港的貨輪為東西向；駛向新加坡的貨輪則為南北向，均有其固定方位與航線。

見「陳呆先生（1924-）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年 12 月 28 日）。  
47「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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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力漁船漁業的發展與特徵 

在得到殖民政府鼓勵發展動力漁船以開發近遠洋漁業及鄰近地區尤其是

東港漁民在附近海域進行作業的刺激下，小琉球漁民終於在大正 12 年

（1923）鳩資購入八馬力及十二馬力的動力漁船共十二艘。48就大正 12 年

（1923）至昭和 15年（1940）間機動漁船的成長情形如下圖（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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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小琉球動力漁船數量成長圖（1923∼1940） 

資料來源：1.〈琉球嶼漁業發展〉，《台南新報》（1923.8.6）。  
     2.〈小琉球的漁業— 獎勵購買石油發動機船〉，《台南新報》（1923.9.27）。  
     3.〈小琉球?漁業〉，《台南新報》（1925.2.12）。  
     4.〈琉球嶼?發展〉，《台南新報》（1925.4.15）。  
     5.〈高雄州堂團?小琉球嶼視察行（下）〉，《台灣日報》1 3 8 9 7（1940.8 .25），3

版。 
說  明：時間斷限以相關資料的時間點為主。  

據圖 5，小琉球的機動漁船數量基本上在 1923∼1940 年間呈現成長的

趨勢，尤其是昭和 10 年至 15 年（1935∼1940）間，幾乎成長一倍，似乎並

未受到因戰爭的全面爆發、燃料用油消費吃緊，導致殖民政府調整動力漁船

                                                                 
48〈琉球嶼漁業發展〉，《台南新報》（1923.8.6）。〈小琉球?漁業— 石油發動機船建造

獎勵〉，《台南新報》（19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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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獎勵政策的影響。49深究其因，可以說與昭和 4 年（1929）的小琉球燈

塔及昭和 11 年（1936）避難港的動工，使嶼民對小琉球漁業前景產生信

心，有絕對的關係。50隨著小琉球動力漁船的逐漸增加，近海漁業也逐漸興

起，可以從昭和年間所捕捉的魚種及漁場的改變看出，整理如下。（表 5） 

表 5 小琉球漁業主要捕捉魚種及使用之漁具一覽表（1927） 

月份 主要捕捉魚種 使用漁具 

一 鮪魚、?田鰹、鯊魚、旗魚、烏

賊、石首魚、黃花魚、烏魚 
鯊魚、石首魚、黃花魚延繩 

二 黃花魚、旗魚、? ? ? ? ? ? 鯊魚、石首魚及黃花魚延繩；

白帶魚一支釣 
三 石首魚、黃花魚、白帶魚 白帶魚一支釣 
四 白帶魚、石鯽、黃花魚 石鯽延繩、白帶魚一支釣 
五 虱目魚魚苗 魚苗抄網 
六 虱目魚魚苗、飛魚 魚苗抄網；飛魚流網 
七 虱目魚魚苗、飛魚 魚苗抄網；飛魚流網 
八 虱目魚魚苗、雜魚 魚苗抄網；雜魚延繩 
九 雜魚 雜魚延繩 
十 雜魚 雜魚延繩 
十一 鯛、鰆 鯛延繩、鰆曳繩 
十二 烏魚、鮪、鯊、鰆、石鯽 烏魚投網；鮪、鯊、石鯽延繩 
資料來源：琉球庄役場，《琉球庄管內狀況一覽（昭和 2 年版）》，無頁碼。  

據表 5，虱目魚魚苗的撈捕，取代了傳統的貝類採集，成為漁閒期間的

主要漁獲，除了和夜光貝的濫採而逐漸絕跡有關外，51虱目魚苗的經濟價值

也是吸引嶼民的主要因素。基本上，虱目魚苗主要產於中南部沿海一帶，以

                                                                 
49梁華璜認為戰前的日本既非石油輸出國，加上石油輸入約有百分之六十六仰賴美國。然隨著

「大東亞共容圈」政策的逐漸形成，不僅影響了日、荷的石油合作關係，美日間的關係也走

向  緊張。為了確保石油來源，迫使日本帝國加速了開戰的齒輪。也就是說，石油問題似乎成

為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催生劑，在這種情勢下，殖民政府鼓勵興建動力漁船的一貫政策也

有了改變。見梁華璜，《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台北：稻鄉，2003 年），頁 125∼
156。伴正忠，〈水產獎勵?立場（一）〉，《台灣水產雜誌》323（1942.3），頁 14∼15。  

50〈琉球庄一般經費補助金下付（指令第八一九二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0719：2（1936.12）。  
51〈漁業地? ? ? ? 東港〉，《台灣日日新報》1120（1902.1.26），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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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而言，則以紅毛港、蕭?、恆春及東港一帶為主。主要魚汛期通常集中

於五月至八月間，此時風向轉南，氣候亦逐漸溫暖，虱目魚苗乃出現於台灣

沿岸一帶，漁民或一般兼業之人，此時乃使用自製之三角形麻布抄網，於水

深及頭之海邊來捕撈，而魚苗漁獲在經過挑出他種雜魚的程序後，就可以放

入事先準備好的畜養池收容。52而此時小琉球嶼民所捕獲的虱目魚苗，則由

來自東港的仲介商人收購，並運銷至東港一帶的養殖業者。53與傳統竹筏沿

岸漁業相較可以發現，原本在 7 月至 11 月間明顯的漁閒期，到了動力漁業

時代，小琉球嶼民已有能力在波濤洶湧的雨季，繼續前往近海作業，基本上

是以雜魚延繩為主。 
此外，小琉球在發展動力漁船及近海漁業後，由於漁場具有區隔性，竹

筏漁業的發展並未受到太大影響，仍維持了一定的規模。基本上，以鯊魚延

繩為主的發動機船漁業，除了捕捉鯊魚為主外，其他如馬加魚及鮪魚均是。

而鰹曳繩漁業則主要捕捉鰹魚及鰆魚（土托），不僅單位作業人數是竹筏漁

業的一倍，在產量方面超過七成，產值更是佔了總額的八成以上，作業空間

亦擴展至恆春外海，作業時間相較於竹筏漁業時代，已經沒有明顯的漁閒

期。由於捕獲的鯊魚多加工製成魚翅，並銷至東港或高雄的食品店或料理

店，經濟價值頗高，而鰹魚則多銷至小琉球的鰹節工廠，加工製成柴魚片54

（表 6）。 
在此時的竹筏漁業方面，並沒有因為動力漁船的興起而遭到取代，深究

其因，除了和漁場本身的區隔性外，也和動力漁船的造價昂貴，一般缺乏資

金的家庭只能仰賴傳統的竹筏作業有關。55而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漁業，在昭

和年間有相當快速的發展，以昭和 4 年（1929）及昭和 12 年（1937）為

                                                                 
52?山逸真，〈虱目魚養殖法〉，《台灣水產雜誌》4（ 1916.4），頁 41。陳溪潭、林茂

春、許君復，《台灣省沿岸漁業漁具調查報告》（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59
年），頁 65∼66。  

53「陳呆先生（1924-）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12 月 28 日）。此外，

據昭和 8 年（1933）的高雄州水產會報統計資料顯示，小琉球本身並沒有仲介商人，故推

測是來自台灣本島。見〈業種並市街庄別會員調〉，《高雄州水產會報》11（1933.10），

頁 3。  
54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頁 22-23。「李文秀

先生（1909-2003）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2 月 20 日）。  
55據耆老所云，日昭和年間的動力漁船，一艘造價約需 3 萬圓之譜，漁民大多無法獨資購

買。見「洪?先生（1920-）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4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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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該嶼動力漁船的船主、漁船噸數及馬力，分別整理如表 7及表 8。 

表 6 小琉球漁業種類及其從業數、狀況一覽表（1934） 

漁業 
種類 

鯊魚

延繩

漁業 

石首魚

延繩漁

業 

黃花魚

延繩漁

業 

飛魚流

網漁業 
鰹曳繩

漁業 
白帶魚

一支釣 
雜魚一

支釣 
夜光貝

漁業 

作業 
區域 

小琉

球西

南距

岸 10
浬內 

小琉球

沿岸距

岸 2浬 

枋寮海

上距岸

2浬處 

小琉球

周圍距

岸 8浬 

小琉球

偏恆春

距岸 2
浬處 

小琉球

東南距

岸 2浬
內 

小琉球

距岸 1
浬處 

小琉球

沿岸水

深 15-
30尋
處 

漁期 全年 4/1- 
7/31 

10/1- 
3/31 

5/1- 
9/30 

10/1- 
3/31 

2/1-
6/30 全年 5/1-

9/30 
從業船

數＼每

隻人數 
60＼7 250＼3 250＼3 

50組 
一組一

隻三人 
60＼7 240＼3 250＼3 30人 

數量

（斤） 
1,059,

140 
267,82

5 14,210 95,140 36,910 5,935 38,844 965 

產量比

例

（%） 
69.7 17.6 0.9 6.3 2.4 0.4 2.6 0.1 

產值

（圓） 
152,0

05 26,023 1,304 4,137 4,512 1,198 4,192 83 

產值比

例

（%） 

78.57
% 13.45% 0.67% 2.14% 2.33% 0.62% 2.17% 0.04% 

備註 
發動

機 船
漁業 

竹筏 
漁業 

竹筏 
漁業 

竹筏 
漁業 

發動機 
船漁業 

竹筏 
漁業 

竹筏 
漁業 

潛水 
漁業 

資料來源：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 ?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 256
（1936.7），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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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小琉球動力漁船噸數、馬力及船主一覽表（1929年） 

動力漁船 噸數 馬力 船主 

新豐丸 2.37噸 8 黃窘 

順天丸 25石 5 陳遂 

聯合丸 35石 8 李? 

東福丸 68石 12 洪為 

發海丸 68石 12 洪董 

福順丸 72石 12 蔡天成 

新興丸 46石 8 陳皮 

金合丸 51石 10 陳烏丁 

成興丸 93石 15 方漏達 

萬福成丸 85石 15 蔡進才 

合成丸 9.34噸 10 陳虎 

共成丸 4.50噸 10 李順路 

金發明丸 2.82噸 10 蔡萬金 

速興丸 3.14噸 5 李場 
資料來源：《台灣水產雜誌》175（1929.8）（附錄— 發動機漁船船名錄）。 

表 8 小琉球動力漁船噸數、馬力及船主一覽表（1937） 

船 名 總噸數 純噸數 馬力 製造商 進水年月 船主 

第一福順丸 9.87 5.61 12 松原 大正 13年 
（1924）12月 

王竹斤 

金福丸 8.09 3.99 15 上田 昭和 6年 
（1931）2月 

蔡吉 

日出丸 10.97 5.74 15 不詳 大正 15年 
（1926）8月 

洪漏全 

春成丸 9.2 3.31 12 松原 昭和 8年 
（1933）12月 

李文秀 

順成丸 10.41 5.45 15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2月 

蔡萬陵 

軍福成丸 10.18 5.08 15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1月 

李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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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名 總噸數 純噸數 馬力 製造商 進水年月 船主 

滿?丸 15.59 9.32 25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2月 

林查某 

金瑞成丸 7.85 3.87 12 荻原 昭和 11年 
（1936）12月 

王魁 

春發丸 18.53 7.77 20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1月 

陳時 

進德丸 9.43 4.61 15 合盛 昭和 11年 
（1936）11月 

蔡敏 

瑞進丸 8.75 3.51 15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1月 

陳為 

再益丸 9.35 4.58 12 臺雄 昭和 11年 
（1936）8月 

洪宰 

金福丸 8.21 4.34 12 上田 昭和 10年 
（1935）5月 

李弄 

聯福丸 10.61 5.17 15 上田 昭和 11年 
（1936）10月 

李西炮 

第二聯進丸 8 3.78 15 共進 昭和 11年 
（1936）10月 

李爐 

新和成丸 8.85 3.74 12 朝日 昭和 11年 
（1936）4月 

洪行 

瑞福丸 8.35 3.76 15 合盛 昭和 11年 
（1936）4月 

林荐 

福春丸 8.54 3.77 12 荻原 昭和 11年 
（1936）2月 

陳釣 

政福丸 18.9 不詳 35 池見 昭和 11年 
（1936）2月 

陳參 

聯福興丸 7.1 3.22 10 合盛 昭和 10年 
（1935）12月 

蔡火 

金瑞丸 7.93 4.19 15 合盛 昭和 10年 
（1935）12月 

洪喜 

新福丸 6.32 3.17 12 松原 昭和 10年 
（1935）10月 

陳足 

新福成丸 9.66 5.15 12 上田 不詳 黃守九 

金盛丸 8.32 5.4 12 臺雄 昭和 9年 
（1934）12月 

洪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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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名 總噸數 純噸數 馬力 製造商 進水年月 船主 

新興發丸 6.32 2.85 12 臼杵 大正 14年 
（1925）11月 

李秦 

金進丸 7.8 3.96 12 松原 昭和 9年 
（1934）5月 

李? 

第一萬福春丸 10.95 6.52 15 松原 昭和 9年 
（1934）3月 

蔡進方 

第二聯合丸 5.38 3.86 8 松原 昭和 4年 
（1929）9月 

李靜 

瑞興丸 6.46 3.28 12 合盛 昭和 9年 
（1934）3月 

陳萬成 

萬福成丸 7.75 4.45 12 上田 昭和 9年 
（1934）3月 

蔡周 

金壽丸 7.95 4.37 12 上田 昭和 8年 
（1933）11月 

洪記 

新豐發丸 9 5.01 15 上田 昭和 8年 
（1933）11月 

蔡論 

金豐成丸 8.01 4.44 12 松原 昭和 8年 
（1933）10月 

蔡進才 

協勝丸 8.03 3.08 12 上田 昭和 8年 
（1933）9月 

林漂 

第二萬福成丸 13.25 8.68 15 上田 昭和 8年 
（1933）12月 

蔡進才 

聯祥丸 11.74 6.48 20 臼杵 昭和 8年 
（1933）5月 

洪憨人 

進興福丸 6.14 3.2 8 松原 昭和 2年 
（1927）12月 

李慶 

同發成丸 6.53 3.35 12 岡山 昭和 8年 
（1933）2月 

蔡抄 

聯福成丸 10.79 5.5 15 岡山 大正 8年 
（1919）8月 

蔡荐 

聯進丸 7.75 5.57 15 松原 昭和 4年 
（1929）12月 

李爐 

海春丸 14.54 6.35 20 臼杵 大正 14年 
（1925）4月 

黃本 

滿進丸 8.76 4.36 12 上田 昭和 6年 
（1931）1月 

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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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名 總噸數 純噸數 馬力 製造商 進水年月 船主 

金崎丸 10.26 5.23 15 上田 昭和 5年 
（1930）4月 

李元 

金益丸 6.9 3.11 12 松原 昭和 5年 
（1930）4月 

林鳳 

春榮丸 9.12 4.78 15 日發 昭和 3年 
（1928）4月 

林荐 

順天丸 5.25 2.6 12 日發 昭和 5年 
（1930）10月 

黃石獅 

金福成丸 9.89 5.54 15 上田 昭和 5年 
（1930）11月 

陳澎湖 

新豐成丸 9.64 6.42 15 松原 昭和 6年 
（1931）3月 

蔡論 

軍福丸 7.37 2.65 10 岡山 大正 13年 
（1924）7月 

陳竅 

共成丸 7.24 3.85 12 松原 大正 6年 
（1917）11月 

李順路 

同榮丸 6.57 2.75 15 不詳 昭和 4年 
（1929）1月 

李? 

聯合丸 7.92 3.53 8 不詳 昭和 7年 
（1932）3月 

李? 

? ? ? ?丸 109.43 109.43 390 不詳 昭和 7年 
（1932）3月 

李? 

資料來源：《台灣水產雜誌》271（1937.9），（附錄— 發動機漁船船名錄）。  

據表 8，除了李?擁有的? ? ? ?丸（可能作為交通船之用）噸數超過

100 以外，超過 10 噸的動力漁船，也不過只有七隻。由於受限漁漁船噸數，

此時的動力漁船大多以近海作業為主，只有少數漁船足以前往遠洋作業。56 
至於小琉球在日治時期動力漁船漁業的主要特徵，大致可從漁業組合與

信用組合的出現、對專業漁工的需求增加、鰹節工場（即柴魚片工廠）的設

立與日本資本家的支配，來切入討論之。 

                                                                 
56 如天台的陳呆就經常前往東沙群島捕捉鮪魚。見「陳呆先生（1924-）口述記錄稿」，筆

者訪問、記錄，（200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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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漁業組合與信用組合的出現 

由於小琉球的生產型態在漢人移入後就一直呈現半農半漁的狀態，原始

的產業發展狀態，使得嶼上的農作物收成大多只提供嶼民半年生活所需，故

漁民在颱風季節而無法進行海上作業的七至十一月漁閒期間，往往仍需前往

正好是農作物秋收季節的東港郡下各部落，或撿拾收穫後的番薯及稻穀；或

成為製糖會社的苦力，不僅生活清苦，收入亦相對微薄，對於資本的積累當

然緩慢，也缺乏任何與產業有關的公共團體。57 
在漁業組合設置之前，由於資金有限，漁民通常必須在出海前，以漁獲

物、漁網及竹筏為擔保，前往東港向該地魚行，換取所需的餌料等成本支出

所需之資金，但是卻無法保證有足夠的漁獲來贖回抵押物，可以說在經濟上

受到相當程度的剝削。58然而由於魚行除了能公告最新的魚類價格行情外，

漁民也相當仰賴其提供的漁業相關資訊。59基本上，小琉球民間傳統資金來

源通常透過盛行於民間、具有高利貸性質的借貸管道或透過親友間的合股，

來購得漁船與漁具。據耆老指出，一艘動力漁船大約需花費 3∼4 萬元左

右，往往需要 10 餘人的合股，始能合資購買，根據股東名冊，其中股東及

股份，都會紀錄其上。60完成作業後若有獲利，則按照股份均分利潤。基本

上船主會有兩本帳冊，一本紀錄全部的收支，一本紀錄船工們的紀錄，而船
                                                                 
57除此之外，小琉球嶼民自古兼營畜牧業，尤其是光緒 7 年（1881）由嶼民陳發從火燒島所

引進的梅花鹿蓄養，則是主要累積資本的方式之一。由於鹿隻的經濟價值頗高，特別是鹿

茸、鹿肉及鹿皮，均有一定的市場。根據資料顯示，大正 10 年（1921）間的鹿隻交易多

由台灣北部如基隆或大稻埕商人以一隻一百圓至一百五十圓的價格購買，主要外銷至中國

上海及香港地區。見〈小琉球? 鹿（一）〉，《台灣日日新報》971（1901.7.28），7 版。

〈琉球嶼?細民救助〉，《台南新報》（1932.5.19）。美內曇華，〈琉球嶼紀行〉，《臺

灣醫學雜誌》15：160（1916），頁 144。木田喜八，《高雄州地誌》（高雄：高雄州教育

會，1930），頁 349。  
58宮上龜七，〈水產金融? 魚市場〉，《台灣水產雜誌》115（1925.7），頁 1∼5。  
59所謂「魚行」，就是指魚類的批發商而言，除此之外，也是漁村重要的金融單位。以明治

年間的台北地區為例，魚行通常會雇用量工（即秤量魚重之人）、出水口（即前往捕魚場

所，向漁民購買漁獲之人）及挑運工（即運搬漁獲之人）等，協助其直接向漁民或漁網主

收購漁獲。而漁民的漁獲除了於魚市場販賣之外，另外在魚販和雜貨店亦有販賣，不過後

者通常沒有販賣生魚，而是以魚乾及鹹魚為主。基本上，隨著魚市場的逐漸普及，而走向

式微。見《台灣慣習記事》2：5（1902.4），頁 27。〈小琉球王?夢?〉，《台灣水產雜

誌》（1916），頁 96-97。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台灣? 水產》（台北：台灣總督

府，1930 年），頁 60。  
60「洪?先生（1920-）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4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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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則各有一本帳冊，每個人都自行紀錄帳目，等到要領款時，再根據帳冊彼

此核對。61所以，當時有輿論主張，若要改善漁民的經濟狀態，除了必須與

魚行斷絕關係並在經濟上求得獨立的地位之外，也應該設置屬於小琉球的漁

業組合與信用組合等金融機關，並藉由漁具的引入與漁法的傳授，始能漸漸

改善嶼民的經濟狀態。62 
大正 14 年（1925 年）3 月 20 日，琉球漁業組合成立，小琉球漁民於漁

業所需漁具資金的籌措上也開始有了其他的管道。例如大正 14 年（1925）
時，小琉球嶼民在觀察到發展發動機漁船是較為有利的情況下，乃以借貸的

方式投入資金建造動力漁船，數量已達十六艘，其中十二馬力者四艘，其餘

為八至十馬力。63除此之外，於昭和 8 年（1933）成立的琉球信用販購組

合，則是該嶼的第一個金融機關。基本上，沒有投資可以說就沒有技術的革

新，而投資的前提則是必須具有流動的資本。當然，為了調動資本，革新的

項目也必須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並能保證其經濟效益。64所以，當嶼民眼見

鄰近東港及高雄地區漁民因發展動力漁船而獲利時，在經濟因素的驅策下，

也更有意願投入資金以提升漁業技術，並要求從經濟體系內部，進行金融調

整，以便能適應技術體系所帶來的新環境，而漁業組合與信用組合也因此成

立，有關其運作情形分述如下。 

1.琉球漁業組合 

一般說來，日治時代台灣的水產團體，主要有漁業組合、水產組合及水

產會。其中漁業組合是漁村的組合員，為謀求地方漁業的共同發展而成立，

基本上是以經濟的動機為主。而水產組合和水產會，則是以謀求整體水產業

的改良與發達為主，包括對漁場的繁殖保護、共同販賣等共同利益的謀

求⋯⋯等，並在得到殖民政府預算補助的情況下，被委託從事水產調查事

                                                                 
61「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6 日）。  
62〈小琉球王?夢?〉，《台灣水產雜誌》（1916），頁 96∼97。  
63〈小琉球?漁業〉，《台南新報》（1925.2.12）。  
64裴程譯，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著，《技術與時間— 愛比米修斯的過失》

（南京：譯林，1999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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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的法人團體。65 
琉球漁業組合的前身為「東港漁業會社琉球嶼支社」，到了大正 13 年

（1924），由於 1 月 17 日總督府令第 11 號〈漁業法施行規則〉、第 12 號

〈水產會法施行規則〉及 13 號〈臺灣漁業登錄規則〉的發布，舊有的東港

漁業組合必須解散，66並將其財產付諸新成立的漁業組合及琉球漁業組合。

所以，當大正 13年（1924）6月新的東港漁業組合根據當年 3月 8日發布的

總督府令第 23 號〈臺灣漁業組合規則〉成立時，琉球漁業組合也自此獨立

於東港漁業組合之外。67儘管成立之初，組合員僅有 270 餘名，但隨著漁民

對漁業組合功能的認識，組合員人數也逐漸增長，昭和 14 年（1939）則已

達到 1200人，68其人數成長情況大致整理如圖 6。 
據圖 6，小琉球漁業組合組合員人數從大正 14年（1925）創立到昭和 5

年（1930）止，呈現緩慢甚至減少的情形；然而從昭和 5 年（1930）後，組

合員人數乃開始攀升，究其原因，可能和昭和 4 年（1929）象徵著航海與夜

間捕魚安全增進的小琉球燈塔完工有關。此外，昭和 10 年（1935）後，由

於漁業法及漁業組合規則的先後修正，漁業組合業務亦獲得擴充，新創立的

漁業協同組合出資制度與組合員存款辦法，加上漁業組合在不妨礙其組合員

業務範圍內，得自行經營漁業等種種有助於漁業組合財務漸趨改善的新制，

不僅使漁業組合對外信用得以確立，對於組合員人數的成長亦有推進的效

                                                                 
65如水產會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所明訂。見《台南新報》79007（1924.2.27）。〈水

產會? 使命? ? ? 活用〉，《台灣水產雜誌》166（1929.11），頁 1~3。杉浦保吉，〈漁業組合? 經營

（一）〉，《台灣水產雜誌》204（1932.9），頁 27~30。杉浦保吉，〈漁業組合? 經營（二）〉，《台灣

水產雜誌》205（1932.9），頁 23。 
66東港漁業組合於明治 37 年（1904）3 月設立，由東港、小琉球及枋寮三地居民所共同組成。見〈阿猴管內

漁業組合〉，《台灣日日新報》1756（1904.3.11），2版。 
67見北平民，〈島內漁業組合? 概況（十六）〉，《臺灣水產雜誌》256（1936.7），頁 19-20。〈小琉球

島〉，《台灣日日新報》725（1900.9.28），3 版。〈東港漁市問題〉，《台南新報》（1925.4.7）、〈東港

漁市經路〉，《台南新報》（1925.4.10）。吉越義秀，〈臺灣水產史（二）〉，《臺灣水產雜誌》294
（1939.9），頁 4-6。 

68見〈漁業組合役職員名簿〉，《臺灣水產雜誌》282（1936.9），頁 69-70。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

（昭和五年版）》，頁 24-25。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六年版）》，頁 23。東港郡役所，《東

港郡要覽（昭和七年版）》，頁 37。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八年版）》，頁 53。東港郡役所，

《東港郡要覽（昭和九年版）》，頁 54。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十三年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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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69由於漁業法第一條規定，只有從事漁業活動者或擁有漁業權或入漁權

者，才有資格加入漁業組合，70所以組合員人數的成長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不

僅是人群的聚合過程而已，也是小琉球嶼民對漁業前景充滿信心與合舟共濟

的具體表現。此外，就經濟層面而言，組合員人數的成長所代表的也就是漁

業組合資金的成長。71隨著資金的成長，漁業組合也才能在漁業的發展過程

發揮應有的功能。例如，漁民就可以透過漁業組合所提供的借貸管道，集體

購入新式的漁具以降低成本。以昭和 9 年（1934）12 月的業務為例，其所貸

出的件數達四十九件，金額是四千一百三十五圓，貸款條件是要有人的擔

保，一百圓一日的利息是三錢五釐，期間是六個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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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琉球漁業組合組合員人數成長圖（1925∼1939） 

資料來源：1.〈漁業組合役職員名簿〉，《臺灣水產雜誌》282（1938.9），頁 69∼70。  
     2.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1930年），頁 24∼25、（1931年），頁 23、

（1932年），頁 37、（1933年）頁 53、（1934年），頁 54、（1938年），頁 57。 
     3.〈琉球漁?改組〉，《台灣日報》13484（1039.6.6），3 版。  
說  明：時間斷限以相關資料的時間點為主。  

                                                                 
69 劉寧顏等，《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漁業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年），頁 577。  
70 所謂漁業權的制度設計，就是以漁場的共有為基礎，來保障會員的生活與捕魚權利。見杉

浦保吉，〈漁業組合? 經營（四）〉，《台灣水產雜誌》207（1932.10），頁 34。  
71以昭和 10 年（1935）的資料顯示，組合員負擔金( 3000 ? ) 就佔了預算收入部門（共

9760 ? ）的三分之一弱。  
72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 1936.7），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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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根據大正 14 年（1925）的「琉球漁業組合設立公告」，其成

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一）漁業權及入漁權的取得（二）受理漁業的貸款作業

（三）保障會員漁業方面的共同利益。就其中第二項「受理漁業貸款作業」

而言，漁業組合對於會員資金的運用，共展開以下諸項事業，均對動力漁船

漁業的發展，有正面的效應。有關琉球漁業組合於昭和年間的主要業務，分

述如下：73 
（1）遭難救濟事業 

為了救濟資金的積蓄，每年有二百圓左右的預算，對遭難及流失的漁船

每隻亦給付一百圓，罹難者也給予每人三十圓的支出規定。 
（2）會員表揚 

優良漁船獎勵的意義在於每年舉行一次的根據漁獲量的獎賞，其等級如

下：一等三十圓，二等二十圓，三等十圓之分攤，附有獎狀及獎金。此預算

是每年一百五十圓。 
（3）卸貨碼頭的設置 

是以昭和元年（1926）度的工費八百圓為預算，其中五百圓由州費輔助

下所設置而成。 
（4）漁業資金貸款事業 

日治時代的各種「組合」大都有專、兼營信用業務，74而琉球漁業組合

亦不例外。基本上，貸款事業資金是漁業組合運用特別存款，如避風港的建

築資金，來充當貸款的資金。以昭和 9 年（1934）為例，貸款的件數是四十

七件，金額為四千一百三十五圓，條件是必須支付每一百圓日息三錢五釐的

利率，可一次還清或以六個月為限償清。 

                                                                 
73一般說來，日治時代漁業組合的主要設施大致有 1、漁港、碼頭、寄船場、乾場（曝曬海

藻的廣場）、魚簍（魚槽）、貯冰庫、魚市場、漁具倉庫、共同網染場、漁業機關診所…
等建築物及人員的設置。2、人工魚礁。3、魚附林（於海岸廣植樹林，以達到繁殖魚群及

保護海岸線的目的）。4、暴風警報。5、遭難救護及遺族扶助。6、漁獲物與漁獲物製品

的共同販賣。7、漁獲物的共同製造。8、餌料、其他漁撈及製造原料的共同購買。9、漁

獲物、製品、餌料等共同運輸。10、漁業資金的供給。11、獎勵儲蓄。12、組合員的訓育

啟發等。見杉浦保吉，〈漁業組合? 經營（五）〉，《台灣水產雜誌》208（1932.11），

頁 32。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之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1935.7），

頁 23∼24。  
74林寶安，〈日據時期台灣的信用組合與地方社會〉《台灣銀行季刊》44：3（1993.4），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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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漁業權與捕魚權的保障 
在傳統漁業時代，漁民由於受到技術與漁場知識的限制，只能在沿岸進

行作業，一般說來漁場較為固定。加上生活上以自給自足為主，亦不需要前

往其他漁場進行捕撈作業。然而，隨著日治時代漁業技術的進展，漁民的作

業空間也逐漸向外延伸，當然也出現了漁場重疊與作業糾紛的問題。如何劃

定漁場的境界，也成為執政者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之一，而漁業組合本身則亦

有保障會員漁業權與捕魚權的功能。75 
然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的全面展開，漁業組合的角色也開始因應局勢

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並於昭和 14 年（1939）7 月改組為「保證責任琉球漁業

協同組合」，會員人數也向上躍升為 1200 名，76昭和 19 年（1944）則與林

邊、佳冬、新園一同歸入東港，為東港漁業會。基本上，向來以販賣購買為

主要事業，並謀求漁村共同發展的漁業組合，由於國際情勢的日益緊張，加

上日本為確立大東亞廣域經濟圈的形成，轉型為一具有高度軍事色彩的國

家。在這個前提下，為了維持軍隊所需動物性蛋白、代用皮革及貴重要劑等

所需的生鮮魚貝，漁業組合亦開始從一以販賣購買金融為主的經濟事業機

關，逐漸轉型為一著重生產指導的機關。77由於琉球漁業組合向來缺乏魚市

場，故其主要財源應當來自會員認股資金與儲蓄部之盈餘，在營運上可以說

與會員的人數有直接的密切關係。78 

2、琉球信用組合 

琉球信用組合全名為「琉球信用利用販賣購買組合」成立於昭和 8 年

（1933）10 月，並於昭和 19 年（1944）改組為「琉球庄農業會」（即戰後

琉球鄉農會之前身），由庄長宇田薰兼任委員長。79由於琉球庄除了漁業組

合外，向來缺乏金融機關，而日用品或其他產業所需用品往往必須忍受中間

商的剝削，對於嶼民而言，頗為不利。所以琉球信用組合的成立，不僅使嶼
                                                                 
75杉浦保吉，〈漁業組合? 經營（二）〉，《台灣水產雜誌》205（1932.9），頁 25-26。  
76〈琉球漁?改組〉，《台灣日報》13484（1939.6.6），3版。〈琉球漁?改組總會〉，

《台灣日報》13491（1939.7.13），3版。  
77岡本庄七，〈漁業組合今後? 使命〉，《台灣水產雜誌》318（1941.10），頁 35-36。  
78 柯振榮，〈台灣之漁會〉收入《台灣漁業之研究（二）》台灣研究叢刊第一一二種（台

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4 年），頁 269。  
79《台灣日報》15133（1944.1.22），4 版。  

–32– 



 

 

99 日治時代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業與社會經濟變遷 

民有機會免於剝削，更可以使小琉球嶼民的資金做更活絡的運用。以昭和 9
年（1934）12 月所貸出的漁業資金為例，件數達 34 件，金額達五千二百二

十五圓，貸款條件是必須有擔保人的擔保連帶債務保證，而每一百圓一日的

利息是三錢五釐，期間是三個月。80昭和 11 年（1936）會員人數為 251 人，

放款金額為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圓；81到了昭和 12 年（1937），會員人數則

成長為 363 人，貸出金額更高達二萬一千四百零四圓，其中放款金額在昭和

9 年至 12 年（1934∼1937）間，可以說幾乎成長四倍，82資本額亦呈現成

長，充分反映當時小琉球社會對資金的需求性。（圖 7）此外，信用組合的

成立，代表小琉球嶼民的資金將能較過去獲得更為活絡的運用，亦有助於整

體漁業的發展。由於傳統的儲蓄觀念與累積本身並不能創造資本財，83日治

時代在小琉球社會形成的新資本觀念，不僅是一種儲蓄的意願，更是願意把

儲蓄運用於生產方面的一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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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琉球信用組合資本額成長圖（1933∼1937） 

資料來源：整理自琉球庄役場，《琉球庄管內狀況一覽》（昭和 8∼14 年）。  

                                                                 
80 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頁 22-23。  
81 太田猛編，《台灣大觀》（台南：台南新報社，1935年），頁 328。  
82 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十四年版》，頁 61。  
83 張漢裕譯，T. S. Ashton 著，《產業革命》（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93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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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專業漁工的需求增加 

隨著漁業組合的成立，新漁業技術的引進、動力漁船的快速增加與避難

港的完工，小琉球也逐漸成為一個以鯊魚延繩釣為專業的漁人島。84事實

上，就動力漁船所需的單位漁工人數而言，的確較傳統的竹筏漁業來的密

集。如〈小琉球漁業〉所云： 

東港郡小琉球於大正十一年間，尚以竹筏從事漁業⋯⋯。然該地漁民亦

知發動機船較為有利固不待言也。每艘漁民，少者七八名，多則二、三

十名。85 

據引文，動力漁船的單位作業人數，已由過去之竹筏漁業的 2∼3 人，提升

至每艘至少 7∼8 人，甚至 20 餘人之譜。86在這種情形下，小琉球的漁業從

業人口也隨著動力漁船漁業的發展而逐漸增加。 

（三）鰹節工場的設立 

鰹魚俗稱「?仔」（ian1 a2）（圖 8），不僅是台灣漁民傳統沿岸漁業

之大宗，更是動力漁船漁業之先驅。87在北部沿岸，漁民使用「?仔罾」

（ian1 a2 can1）的待網進行撈補；88在澎湖島附近，則使用流網；南部則是使

用卷網為多。在漁獲的加工處理上，傳統上都是煮成熟魚販賣，直到明治 36
年（1903）左右，在澎湖廳、台北廳卯澳附近及宜蘭廳大里簡，才有從日本

引入?田鰹節製造的例子。89而真鰹節的製造則始於明治 43 年（1910）的台

北廳基隆街，由日人吉井治藤太所創立。90 
                                                                 
84陳憲明，〈琉球嶼之鮪釣漁業發展〉，《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3（2000.11），頁 218。  
85引自〈小琉球漁業〉，《台南新報》（1925.2.13）。  
86據該嶼耆老所言，一般動力漁船作業人數大多在 10 人左右，而大型漁船則有多達 20 人左

右。見「洪?先生（1920∼）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4 年 1 月 10 日）。  
87見梁潤生，〈光復以前台灣之水產業〉台灣研究叢刊第十三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51 年），頁 83。  
88「罾」（can

1
），即待網的一種，主要是以木棍或竹棍作為支架的漁網。見廈門大學中國

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研究室編，《普通話閩南語辭典》（台北：台笠，1993 年），頁

979。  
89見〈台灣? 鰹漁業（一）〉，《台灣之水產》1（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90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產鰹節? 就? 》（1929 年），頁 5。吉越義秀，〈台灣水產史

（一）〉，《台灣水產雜誌》293（1939.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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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鰹魚群會於漁汛期時由小琉球南方海面北上，並於距離高雄約十五

浬的地方迴游，也通常會有鳥群追隨飛翔。加上小琉球東部也正好位於冬季

季風的背風處，對於在該漁場作業的船隻而言，小琉球東岸可說是較為安全

的碇泊地點之一。此外，小琉球亦可提供足夠的淡水，雖然沿岸的鱙魚等作

為餌料的雜魚較少，不足以提供大型漁船作業所需，加上交通不便，相關作

業或生活物資亦不得不仰賴台灣本島之供應，可以說相當不便。儘管如此，

由於小琉球本身具有接近漁場、提供碇泊與淡水之優點，故仍被視為一重要

的鰹漁業的根據地。91 
小琉球鰹節工場乃於大正 13 年（1924）11 月，由日人龍井利助設立於

白沙尾（即現今之老人會館處），工廠名稱叫做「中西鰹節製造工場」，以

生產真鰹節為主，92不僅銷出量大，甚至還一度成為小琉球遠近馳名的產物

之一。93由於鰹節工廠的原料來源則是以鰹魚為主，所以鰹節工場的興衰，

可以說很大程度受到了鰹魚的漁獲情形所影響。基本上，小琉球鰹漁業主要

是以鰹曳繩釣為主，在漁法上一般需要竹筏或動力漁船一艘，漁夫兩人，於

凌晨三點左右帶足作為餌料的鱙仔魚出海，先釣?魚作為充用。六時左右，

再赴漁場作業。一般說來，海水混濁時通常漁獲率不佳，而漁獲物則大多在

漁場即售予動力漁船，再由其載至魚市場拍賣。94在鰹節工人的養成上，殖

民政府則積極養成本島女性職工，以代替工資不廉的日本內地職工。95然根

據耆老指出，鰹節工廠會就近收購機動漁船鰹延繩釣的漁獲物，以提供魚頭

及魚卵等製作鰹節並不需要的魚體為條件，聘請當地婦女不定時地前往工廠

幫忙。96對於該嶼的婦女而言，鰹節工場不僅提供了傳統以苧麻漁網的加工

為主之外的工作機會，97更提供了一個可讓四角頭婦女產生互動的公共空間。 
                                                                 
91凌海丸，〈台灣? 鰹漁業（二）〉，《台灣之水產》3（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頁 8。 
92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產鰹節? 就? 》（1939）。  
93〈小琉球?漁業〉，《台南新報》，（1925.2.12）。〈琉球嶼?發展〉，《台南新報》

（1925.4.15）。  
94 陳溪潭、林茂春、許君復，《台灣省沿岸漁業漁具調查報告》（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

委員會，1959年），頁 73-74。  
95 ?谷正鶴，〈本島鰹節製造業之將來〉，《台灣水產雜誌》19（1926.7），頁 1-4。  
96 通常只有在漁汛期漁民捕捉鰹魚回港時，才會通知當地婦女前往幫忙切割魚身。「許奪先

生（1919-）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8 月 1 日）。  
97 該嶼女子的副業，向來是以苧麻漁網的加工為主，並外銷至台灣本島。見〈南海? 一奇

嶼〉，《台南新報》（192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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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俗稱「虎仔?」的正鰹（學名：Katsuwonus pelamis） 

資料來源：「台灣漁業資料庫網頁」，網址：http://fishdb.sinica.edu.tw/2001new/main1.asp，
（2003.8.10）  

（四）日本資本家的支配 

影響漁民發展動力漁船漁業至大的漁業用品中，除了漁具（如網具、繩

索及釣具）外，則以燃料（如重油）和冷藏用冰最為重要。其中，小琉球漁

民的漁船燃料油，在昭和 9 年（1934 年）時大多購自高雄，以購入三菱商事

株式會社所獨佔、販賣的重油所佔成本比例最高，98不僅反映了日本資本家

對日治時代漁業用油的壟斷情形，更是對台灣發展動力漁船漁業支配性格的

具體表現。（表 9）事實上，隨著漁業的朝向現代化方向發展，其生產所需

的成本亦相對提高，其中又以漁具、發動機漁船及重油的支出最為可觀。當

然，這些佔去漁民生產成本大半比例的資金，往往必須透過貸款來獲得，而

貸款所帶來極高的利息壓力，也對漁民的生產活動造成不良的結果。99對於

經濟上相對貧困的漁民而言，只有加入漁業組合成為會員，透過漁業組合的

參與來保障其經濟活動的穩定，才有機會從資本家的壟斷與壓迫下獲得解

放。基本上，日本資本家對重要漁業資源的掌握，亦可一窺日治時代殖民政

                                                                 
98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乃是從位於美國舊金山的? ? ? ? ? ? ? ? 石油公司購入大量石油。基

本上，以昭和 4年（1929）為例，三菱商事株式會社除了提供高雄漁船一年所需 3500噸其

中的 80%，也就是高達 2800噸的燃料用油外，另外還提供台灣島內製糖會社所需的燃料

油。甚至在昭和 10年（1935）以後，還另外提供日本海軍所需用油。見〈北? ? 南? 〉，

《台灣水產雜誌》171（1929.4），頁 91。〈三菱商事株式會社高雄支店燃料重油取? 事

業概況〉，《台灣水產雜誌》247（1935.10），頁 80。 
99 莊博文，〈本島水產振興策〉，《台灣水產雜誌》，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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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支配下的壟斷式經濟生產特性。100 

表 9 琉球漁業組合各種漁具用品消費狀況一覽表（1934） 

物品類別 數量 價格

（圓） 
批發商 交易方法 

棉紗 3000貫 15000 高雄 983貫是由產業組合在當地購入； 
其餘大多是業者直接從高雄買取。 

桐材（漁網

的浮子） 
3000支 540 高雄 業者直接從高雄以現金買入。 

延繩用? 500個 250 高雄 業者直接從高雄以現金買入。 
鋼絲、鋼索 1000貫 5000 高雄 業者直接從高雄以現金買入。 
鋼絲線 
（積山） 

50000支 3500 高雄 業者直接從高雄以現金買入。 

魚鉤 9000支 540 高雄 業者直接從高雄以現金買入。 

魚鉤 
960000

支 
1140 高雄 作為雜魚延繩用，交易方法同上。 

人造釣魚線 2000束 400 高雄 業者以現金直接從高雄魚具商買

入。 

釣魚線 10000支 200 高雄 業者以現金直接從高雄魚具商買

入。 

釣線 1000束 300 高雄 業者以現金直接從高雄魚具商買

入。 

重油 510噸 25000 三菱商事 
株式會社 

以現金從高雄及東港的分公司買入 

麻竹 300支 900 鳳山郡 
及旗山郡 

製作竹筏用；主要從高雄商人手中

買入。 

薯榔 30000斤 1200 恆春或東

港 
作為染料用，業者以現金直接從東

港買入。 
資料來源：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頁 20-21。  

                                                                 
100 根據矢內原忠雄的研究指出，日治時代殖民政府領台之後，在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的前提

下，在經過土地及林野調查、幣制改革等基礎事業的實行，加上國家資本的活動，如鐵路

與港口的興築，在母國的直接援助下，日本內地資本逐漸進入台灣。並透過設立企業而形

成產業資本、成立銀行資本、國家專賣制度的實施、國家直接且差別地保護日本資本及關

稅壁壘等手段來驅逐外國資本，以達到日本內地資本獨占的目的，也就是透過資本的積累

與集中而達成。所獨占的產業涉及台灣全部的產業，亦可說是日本帝國獨占資本的一部

分。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 2002
年），頁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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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經濟的變遷 

隨著漁業技術的提升與上述基礎建設的陸續設置，小琉球則漸在社會、

經濟及文化層面上形成變遷，本節將就該嶼漁業發展重心由東港擴及高雄、

社會的分工與凝聚、作業風險的提高與心理需求的增強、漁業的企業化經營

及漁業從業比率提高與總人口數的成長來切入討論之。 

（一）漁業發展重心由東港擴及高雄 

小琉球自清代以來，由於地緣因素使然，與東港地區已有密不可分的依

附關係。以生活物資的供需方面而言，由於小琉球農作物生產有限，不能自

給，所以尚須從東港、潮州兩地輸入所生產的蔬菜、水果及米榖等生活物

資，而小琉球也可能是清代以來，在東港附近從事進口走私者的轉運地。基

本上，小琉球輸往東港的貨物除了漁獲物外，如作為建材的珊瑚礁石也是東

港地區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物資。如昭和 15 年（1940）〈東港船溜築造陳

情書〉所云： 

東港自古以來與琉球關係頗為密切，漁獲物也向來在東港卸貨出售；琉

球嶼從東港供給生活物資的數量，每年達數十萬圓。如此的情況，使得

兩地的關係可以說是到達了脣齒相依的程度。101 

除引文所述之外，小琉球從事竹筏漁業漁民的漁獲，也會就近運往東港販

賣，並順道購買日常生活用品，102東、琉兩地無論在地理與人文傳統上均呈

現出密切的關係。然隨著日治時代漁業技術的逐漸提升，則進一步增強了小

琉球與高雄及台南間的互動關係，深究其因，則可從東港港口本身所面臨的

問題來切入討論。 
基本上，東港港口屬於一河川港，早在乾隆中葉，已發展成為一重要的

運米社港，不僅「港道甚闊、可通巨鑑，亦有商船到此裝載米、豆貨物。」

                                                                 
101《台灣日報》12806（1937.8.23），3 版。〈東港船溜築造陳請書〉，《台灣日報》13853
（1940.7.12），3 版。熊谷耕一郎，〈東港?今昔〉，《台灣水產雜誌》268（1937.7），

頁 3∼4。  
102 河島天橋，〈台南沿岸各地視察（二） — 小琉球 ?〉，《台灣日日新報》 145

（1898.10.26），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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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事漁撈採補者則不下千戶。」103直到台灣割日前夕，東港猶然還是一

個「深丈餘，內地商船往來貿易，為舟艘輻輳之區」且「可通大船往來暫

泊」的港口。 104日治以後，由於對中國貿易的需求，乃於明治 30 年

（1897）指定為特別開港場，當時港內在滿潮時，水深可達十七、八尺，就

算是前來貿易的清國大型戎克船都可以自由的出入。然而隨著高雄港工程的

動工，貿易重心也逐漸轉向高雄。大正 4 年（1915），兼具商港性質的高雄

港，又開放與中國廈門、汕頭及香港對渡的華南線，其對外的水路交通與商

業地位可以說幾乎完全取代東港。105加上大正 9 年（1920）縱貫鐵路溪洲線

的完成，均使得下淡水溪以南的物資加速往高雄集中。106 
另一方面，由於漁業生產的季節性較強，漁船及漁獲物往往集中於漁汛

期間，而是否具備較為便利的陸上和水運交通條件，以滿足漁需物資供應和

漁獲物轉運的需要，就成為判別漁港良窳的關鍵所在。107對東港而言，在陸

路方面，主要的連結鐵路在大正年間幾乎只能依賴台灣製糖會社的鐵道，而

該鐵道一日只有三班車次，且最後一班為下午四時，對東港街民而言可以說

相當不便。相對於高雄港因下淡水溪鐵橋的通車而逐漸呈現的蓬勃發展，在

地方士紳的多次陳情下，希望鐵道部能將原由潮州直通林邊的縱貫鐵路從潮

州經由力社延伸至東港街，地方輿論亦大致認為鐵路問題乃是影響東港街漁

                                                                 
103據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所云，當時台灣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鼓、東港，

北路之上淡水。見《高宗實錄》第 1284 卷，頁 11-13。張本政編，《清實錄台灣史資料專

輯》（福建：福建人民，1993 年），頁 147-148。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會，1993年），頁 10、22、31。  
104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三種，頁 64∼65。  
105興建完成的高雄港，港內水深二至四公尺，廣面面積則達約五萬平方公尺。其陸上設備

有魚市場（內包括魚市場辦事處、漁港辦事處、會議室、經紀人辦公室、鮮魚販賣場、起

卸貨場、貨物放置場、空箱放置場、冷藏庫、店舖、倉庫等）、油庫、自來水設備、漁具

染製場、公共浴室、製冰場、造船廠、鐵工廠、漁業無線電報局、水產會、水產試驗場、

燈塔及漁民住宅等，大概一般漁港所需之設備，均已網羅殆盡。而如此完備之漁港，對於

正在發展動力漁船漁業的小琉球漁民而言，當然捨東港而就高雄。見〈東港漁港問題—東

港溪? 流域? 變? ? 〉，《台南新報》（1923.10.2）。蔡仁貴，〈東港街? 盛衰〉，《台

南新報》（1923.10.17）。廖訓志，〈東港小誌〉，《台北文獻》直字 45/46（1978.12），

頁 449。梁潤生，〈光復以前台灣之水產業〉台灣研究叢刊第十三種（台北：台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51 年），頁 98。  
106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八年版》，頁 6∼7。  
107 李豹德，〈漁業〉《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2003 年 9 月 8 日）網址：

http://lib.ntntc.edu.tw/library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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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限制了漁獲物販路的擴張，亦影響了漁獲物的新鮮度與價格，因交

通不便所造成物資載配的問題，更是地方發展的關鍵之一。108 
在港口淤積及出入問題方面，由於東港港灣朝向西北，每年五月至八月

間，受西南季風的影響，港內總有激浪侵入，加上港口本身較淺，對於船隻

的碇泊與出入而言，可說相當危險且不便。109此外，受到附近一浬周圍內東

港溪、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及林邊溪注入的影響，尤其是東港溪口每年雨

季都會有來自中上游的泥沙，港灣的逐漸淤積不但導致船隻出入困難，更限

制了東港街的發展。地方士紳有鑑於此，曾經組織「東港船溜築造期成

會」，希望獲得殖民政府的支持。110淤積的港口，不僅使得漁船出入困難，

也經常造成來往東港和小琉球間的交通船因雨季的來臨而停擺。交通的不

便，當然加速了兩地的分離。 
基本上，漁港為便於漁獲物交易﹐通常都設有魚市場，然而因為小琉球

乃一孤島，本身市場有限，因此傳統上漁獲物通常由竹筏或搬運船運至距離

最近的東港魚市場販賣，或由仲介商統一收購，再轉賣至東港魚市場或加工

場。然對於在漁船動力化後，已有能力前往高雄及台南並於當地魚市場銷售

漁獲物或購買漁船漁具的小琉球漁民而言，除了沿岸竹筏漁業的漁獲物因時

效性的因素，必須藉由琉球— 東港間的定期航班，托送至東港魚市場或魚

行，和同種的漁獲物一起販賣外，111又因為缺乏像魚市場般的販賣組織，故

通常發動機船所得的漁獲，多由漁船自行載至東港、高雄及台南，由當地的

                                                                 
108在地方士紳的努力奔走下，東港支線的問題終於獲得了殖民政府的重視，並於昭和 15 年

（1940）7 月 19 日通車，東港街民則回報以三百六十一人的乘客數成績，可以說給予了殖

民當局最熱烈的回應。基本上，東港支線通車第一天，各新設火車站的上車乘客數大致如

下：佳冬站 276 名；林邊站 166 名；社邊站 225 名；東港站 361 名。見〈東港請設軌

道〉，《台南新報》（1921.10.2）。〈東港之遺憾〉，《台南新報》（1923.8.11）。〈漁

業振興〉， 《台南新報》（ 1923.8.27 ） 。 〈東港鐵道運動〉， 《台南新報》

（ 1923.9.6）。蔡仁貴，〈東港街?盛衰〉，《台南新報》（ 1923.10.17）。江夏達源，

〈東港地位之考慮〉，《台南新報》，（1923.11.3）。〈溪洲佳冬間、東港支線幸先? ?

開通第一日〉，《台灣日報》13862（1940.7.21），2 版。  
109〈元鳳山縣? ?引繼?船舶河川路調（元臺南縣）〉，《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9811：20

（1898.7）  
110期成會的主要是由德重東港郡守、三堀水產技手及地方士紳所組成，亦曾經前往總督府

陳情。見〈東港船溜築造促進陳情?一行北上〉，《台灣日報》13851（1940.7.10），3 版。 
111北民平，〈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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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市場販賣。112由此可見，隨著動力漁船的興起，小琉球嶼民也逐漸脫離對

東港的依附，並強化了與高雄及台南間的關係。所以，動力漁船不僅是漁業

生產的手段，作為交通工具，也擴展了小琉球嶼民的生活圈，而該嶼漁業依

附重心由東港擴及高雄、台南，應可視為是嶼民的自主意識隨著漁船動力化

而增強的結果。 

（二）社會的分工與凝聚 

由於動力漁船漁業漁船所需單位作業漁工人數的增加，使得船長在計畫

出海前，往往必須於家族成員之外尋找足夠且可用的漁工，也形成一批以

「行船」為專業的「海腳仔」。在漁法的部分，動力漁船的延繩釣漁業在勞

力的使用上亦較過去來得密集。113漁場則大致以小琉球四周海域為限，一次

出海通常是投繩三次，總共需花費三個工作天，而四至五天的也有，食物與

水通常都會先準備好，而一般動力漁船上均配備有爨食用的火爐，以便能在

漁船作業時進行炊事。（圖 9）在紅利的分配部份，基本上是屬於「按比例

分配的分紅制度」。114以該嶼日治時代的鮪釣漁業為例，通常一次出海作業

所得之漁獲物總售款中，百分之四充作漁具及漁船損害補修經費，再扣除出

                                                                 
112〈漁港、漁港、漁港— 東港? ? ?設備? ?〉，《台南新報》（1924.11.2）。北民平，

〈島內漁業組合?概況（十六）〉，《台灣水產雜誌》256，頁 19∼ 20。「陳呆先生

（1924-）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年 12 月 28 日）。  
113基本上，動力漁船的延繩釣作業過程大致可分成三個步驟，即投繩、巡繩及揚繩。大約

都是在凌晨出海，至漁場後先進行分工，在日出前完成安置延繩（投繩），完成投繩後才

吃第一餐。接著開始不斷地巡邏（巡繩），若魚已上鉤，則浮標會有傾倒，則可將上鉤之

漁獲物拖至船上，直接冷藏，並重新置繩，其間人力的使用可以說較過去更為密集。大約

下午三點多時，船上會有一名負責烹煮的煮食工會開始烹煮，揚繩後，才吃第二餐，通常

一天只吃兩餐。接著往下一個漁場前進。見「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

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6 日）。  
114據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在昭和年間針對台灣當時漁業的調查與分類，採按比例分配

的分紅制度的漁業，主要是以連子鯛顏繩漁業、旗魚延繩漁業及鏢旗魚漁業為主。通常作

業的船隻與漁具概由業主提供，作業成本如漁夫的飲食費用、餌料、燃料及魚市場等各項

開支，會先從漁獲物的營業額中扣除。剩下的紅利，則按船主可得百分之五十五、船員可

得百分之五十四的比例分配。其中在船員間又按照船長、船員又再按昭船長和輪機長各得

百分之十五，其餘每人各得百分之十的比例分配紅利。每次作業後船隻與船具的維修與保

養，則由船主負擔。除此之外，尚有併用薪資制度，也就是除了提供固定的薪資以外，仍

依照漁獲物的金額，按一定的比例分紅者，如輪機拖網漁業即是。見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水

產課，《台灣? 水產》（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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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所需購買之白米、冰塊及水等成本所得之盈餘，船主及漁工各可分得一

半，而漁工中又根據執掌不同而有不同分紅。其中船長和輪機長（大車）各

得百分之十五，其餘每人各得百分之十。此外，裝置有揚繩機之船，可由船

員應得紅利中再扣除百分之五，作為揚繩機維修之費用。115 
 

 
圖 9 動力漁船上的火爐與負責炊事之童工 

資料來源：蔡實家族提供 
 
所以，日治時代的小琉球漁業已有相當程度的專業分工與資本投資之性

格。據耆老口述，每次出海總需要有一組（約十人）富有經驗且訓練有素的

夥伴進行專業分工與合作，才可能有好的收穫。116也就是說，由於漁業技術

的進展，在小琉球社會也逐漸形成一批以討海為專業的技術漁工，他們儘管

缺乏投資漁船或購買漁具的資金，卻也能憑藉著專業的技術來賺取溫飽。 
在社會凝聚力的展現方面，由於琉球避難港的完工，使得小琉球漁民在

暴風雨時期，不再需要冒險前往東港或高雄避難，對於該嶼漁民而言，擁有

自己的漁業基地，當然亦有助於一體感的形成。所以，日治時代小琉球漁業

技術成長的結果，不僅促使該嶼整體社會關係的互動更為頻繁，彼此的依賴

程度也與日俱增。由於漁業活動在勞力上愈趨密集，漁業所需漁具的資金投

挹也往往必須尋求家族以外的支持，均使得小琉球於漁業技術提升之際，社

                                                                 
115見「陳呆先生（1924∼）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12 月 28 日）。陳

溪潭、林茂春、許君復，《台灣省沿岸漁業漁具調查報告》（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

員會，1959 年），頁 70∼72。  
116「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年 5月 16日）。「陳呆先

生（1924∼）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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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走向更趨一體，其中又以交通船「琉球丸」的合資興造最具指標性。

由於傳統以來，東港與小琉球間，向來沒有固定的交通船船班，只有一艘約

七、八十噸的戎克船（Junk）作為該島警備與本島間的聯絡往來之用，117而

嶼民通常只能撘乘漁船往返兩地。直到昭和 5 年（1930）以後，始有老朽不

堪的發動機搬運船一艘，一日往復一次供兩地乘客及貨物的輸送往來之用，

而乘坐也往往需費時三個小時以上，加上在經營上又欠缺經費，所以也常常

停駛，造成小琉球對外交通的不便。118然而隨著小琉球避難港的完工、漁業

成長與嶼民經濟能力的提升，該嶼和台灣本島間各方面的往來也更為密切，

種種生活上與漁業上的需求，均使得原本老朽的發動機船更現窘態。有鑑於

此，在當時庄長儀間正良、公醫兼漁業組合長的宇田薰及李?等地方頭人的

號召下，發起了庄民共同出資約八千餘圓，由高雄富重造船所建造新發動機

船的運動。119新建的交通船「琉球丸」於昭和 13 年（1938）7 月 17 日正式

                                                                 
117該戎克船的大小，檔案原載為七、八十?，由於「?」並非是計算船隻大小的單位，故

筆者推測應該是七八十噸才對。見〈全島沿岸視察青木喬復命書〉，《台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4598：4（1899.4.1）。  
118根據許乃萱的回憶，昭和 5 年（1930）的東港— 小琉球間只有一艘搬運船往返兩地。該

船於下午一點從東港鹽埔竹仔橋附近發船，於下午四時左右抵達小琉球，船賃為五角。到

了昭和 10 年（ 1935），行船時間則縮短為 1∼ 2 個小時。見〈東港小琉球間暫停交通

船〉，《台南新報》（1930.5.10）。《台南新報》（1932.6.10）。許乃萱，〈我和琉球教

會的姻緣〉收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琉球教會設教 115 週年紀念特刊》（屏東：琉球基督

長老教會，1993 年），頁 25∼26。「許清發先生（1919-）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

錄，（2003 年 5 月 16 日）。神田莞爾，〈余?診療所? ?見? ?小琉球嶼眼科患者?關

? ?管見〉，《台灣醫學會雜誌》（1935 年 10 月 11 日），頁 78。「蔡明在先生（1925-
）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8 月 31 日）。  

119琉球丸為一白色造型、具有廿五馬力的機動交通船，由高雄富重造船所建造，並於昭和

13 年（1938）7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當地士紳官民的搭乘下進行首航。由於琉球丸

航行東港及琉球兩地只需一個小時，在航行時間縮短的前提下，班次也隨之增加。到了昭

和 14 年（1939）5 月 7 日起，更於週日增開一個班次，也就是早上八點三十分及下午四時

於小琉球發船；東港則於上午 11 時及下午 6 時各發船一次。交通的便利，對於兩地的產

業、經濟及交通上均有助益；對於觀光客而言，終於不再需要在小琉球過夜了。雖然琉球

丸於昭和 16 年（1941） 7 月 12 日於東港外海沉沒，造成四十八名乘客罹難的不幸事件，

不過小琉球嶼民則以「日勝丸」接替營運。見《台灣日報》13065（ 1938.5.11），3 版。

《台灣日報》13103（1938.6.18），3 版。《台灣日報》13134（1938.7.19），6 版。《台

灣日報》13422（1939.5.5），3 版。〈東港沖? 連絡船顛覆〉，《台灣日日新報》14847
（ 1941.7.10）， 2 版。〈十二死體發見 — 琉球丸遭難者〉，《台灣日日新報》14849
（1941.7.12），3 版。「蔡明在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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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不僅使得東港及小琉球兩地的產業與經濟關係更為密切，更解決了觀

光客無法當日往返的困境。此外，由於「琉球丸」是由嶼民透過庄長與地方

頭人的號召所共同鳩資興建，這種願意將資本由私部門往公共部門投資的現

象，正可說明小琉球嶼民已經具備了生命共同體的概念。 

（三）作業風險的提高與心理需求的增強 

隨著漁民勞動空間（漁場）由沿岸往近海發展，儘管所操控的漁具及漁

法均較過去進步，然反映在漁民心理上，無論是物質層面的或者是心理層面

上的需求，可以說較傳統的竹筏漁業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前所述，相

較於陸地上的其他產業，漁業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仍大，左右每次作業能否

滿載而歸的因素，既不是作業日數的長短，亦非作業人力的多少，而主要是

受到天候因素、海流方向、魚群迴游習性及漁場位置的判斷與漁撈技術的良

寙所影響。然隨著漁業技術的提升，傳統不利漁業發展的因素，在程度上亦

逐漸降低，漁民終於有能力更進一步來擺脫自然環境對漁業發展的限制。儘

管如此，漁民卻必須面臨另一個難題，也就是資金的問題。基本上，以發展

近海漁業所必備的動力漁船而言，通常所費不貲，漁民往往透過親友間的合

股鳩資或透過金融機關貸款，甚至尋求民間高利貸來進行漁業投資，或購買

漁船、燃料、冰塊、漁具與餌料。如此沉重的成本開銷，勢必造成漁民出海

作業時的心理壓力，這是物質的需求部分。就心理的需求方面，由於近海漁

業在海上的作業時間，往往至少長達三至六日，離岸亦較過去為遠。反映在

漁民心理上的安全需求，當然也相對提高。因此，小琉球漁民在出海作業

前，通常會不定時前往海邊祭拜「好兄弟」或前往各角頭的大眾爺廟祈求平

安，甚至在漁船上設置神龕，供奉神明香火或金身。這種對於身家性命的安

全感的強烈需求，可說是過去竹筏漁業所不曾見到的。120 

（四）漁業的企業化經營 

日治以後，殖民政府推動了一連串如土地、林野調查、幣制改革等基礎

工程建設事業，及鐵路與港口的興築等國家資本活動，日本內地資本也在殖

民母國的直接援助下，逐漸進入台灣。並透過設立企業而形成產業資本、成
                                                                 
120「陳水先生（1925∼）口述記錄稿」，筆者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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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銀行資本、實施專賣制度，以國家直接且差別地保護日本資本及關稅壁壘

等手段來驅逐外國資本，而日本內地資本則逐漸走向獨占。台灣產業的發

展，則逐漸轉變成如矢內原忠雄所云之「資本主義化」的近代企業經營模

式。121而小琉球的漁業發展也在這個背景下，注入了近代的企業精神，漁業

也轉變成一種可以投資的事業。日治時代的漁業企業化精神，可以說為二次

戰後遠洋漁業的投資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五）總人口數的成長與漁業從業人數比率的提高 

史前史學家蔡爾德（V. Gorden Childe）以物種進化的角度來論述人類

技術的進展，他認為，一種物種數量的增加，代表著該物種的進化成功，而

人口數量的增長，亦可作為文化和技術發展進步的證據。122所以就日治時期

的人口數量而言，相對於澎湖與綠島等離島，其在人口成長的趨勢上，（圖

10）始終保持穩定的成長趨勢，並沒有造成大量外流的現象，甚至在戰後成

為台灣諸離島中，人口負載程度最高的島嶼。123 
深究其因，除了小琉球因距離台灣兩大漁業發展中心— 高雄及東港均

近，加上 1925 年後動力漁船增加快，表現在交通往返、漁獲物的出售等，

均不必如同台灣其他離島一樣處於被動的地位，反而擁有較高的自主性，當

然能有效地降低離島本身的孤立性之外，124日治時期漁業技術的進展，導致

經濟能力與扶養能力的提升應該也是關鍵的因素之一。由於日治時代漁業技

                                                                 
121周憲文譯，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2002 年）頁

35∼59。林玉茹，〈戰時經濟體制下台灣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 東台灣水產會社的成

立〉《台灣史研究》6：1（2000.9），頁 59。  
122史前史學家蔡爾德嘗試建立一種檢驗「技術進步」的客觀中立的手段和標準，他以物種

的生存和繁殖的原則為例，認為某一種物種的適應性和成功，是由這一物種一代代生存下

來的成員總數來精確衡量的。如果物種數量呈現增長，那麼此一物種則可視為適宜的或成

功的；反之則是失敗的物種。所以，蔡爾德認為，當文化和技術發展導致人口增長時，代

表人類已經是進步了。他曾以英國在 1750 年到 1800 年間的人口增長，作為研究史前時代

和現代的進步之間的理論基礎，認為此一現象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儘管蔡爾德的論點受到

許多質疑和批判，然就琉球嶼在日治時代的人口增長現象而言，漁業技術所帶來的社會經

濟變遷，應該是導致人口增長最關鍵的因素。見周光發譯，喬治˙巴薩拉（George 
Basalla）著，《技術發展簡史》（上海：復旦大學，2000 年），頁 224∼236。  

123袁榮茂，〈屏東縣琉球嶼延繩釣漁業的時空間配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教育》20
（1994），頁 239∼240。  

124陳憲明，〈琉球嶼之鮪釣漁業發展〉《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3（2000 年 11月），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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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成長，小琉球嶼民對於漁業發展的前景亦抱持希望，而具體反應在漁業

從業人口數的成長之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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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日治時代小琉球人口成長圖（1897∼1943）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官房統計課，《台灣總督府統計書》（明治 31 年— 昭和十一年）。  
     2.台灣總督府，《台灣島勢要覽》，台北：成文，1985，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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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小琉球漁業從業人口比率成長圖（1927∼1939） 

資料來源：《琉球庄管內狀況一覽》（昭和 2∼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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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小琉球四面環海、土地貧瘠，嶼民傳統以來就以半農半漁的方式維生。

日治以後，隨著殖民政府開始針對台灣漁業及附近漁場展開調查及開發，加

上隨著燒玉式引擎的引入，小琉球動力漁船漁業也開始往近海，甚至遠洋來

拓展。 
就小琉球發展動力漁船漁業的時代背景而言，除了受到鄰近東港漁民以

動力漁船在所屬海域從事漁業活動的刺激之外，殖民政府興辦的水產補習學

校教、水產講習會、漁場調查及日本漁業移民等，均為該嶼發展動力漁船漁

業所需的新技術與新知識奠下了基礎。除此之外，陸上漁業設備— 如燈塔、

避難港、漁獲物貯藏技術的進展及無線電的興建更是支撐該嶼發展動力漁船

漁業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之下，在小琉球的動力漁船漁業發展過程中，當大正

12 年（1923）出現第一艘動力漁船之後，其數量在 1923∼1940 年間大致呈

現成長的趨勢，尤其是昭和 10 年至 15 年（1935∼1940）間，幾乎成長一

倍。深究其因，可說與昭和 4 年（1929）的小琉球燈塔及昭和 11 年

（1936）避難港的動工，讓嶼民對小琉球漁業前景產生信心有絕對的關係。

就此時的漁業發展過程而言，又以漁業組合及信用組合的出現、專業漁工需

求增加、鰹節工場的設立與日本資本家的支配等為主要的時代特徵。 
隨著動力漁船漁業的發展，小琉球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也逐漸在社

會、經濟及文化層面上形成變遷，其中漁業發展重心由東港擴及高雄、社會

的分工與一體感的凝聚、作業風險的提高與心理需求的增強、漁業的企業化

經營及漁業從業比率提高與總人口數的成長均可視為重要的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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