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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說明: 

西肯繁花盛開之七桃郎走讀培力營 第一場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6 月 29 日  

(二)辦理地點:莒光鄉青帆社區 

(三)參與人數:22 人  

(四)活動內容簡述: 

以實際走讀故事的方式，從青帆碼頭為出發點→敬恆國小→無名氏碑的許願傳

說→圓環亂葬崗的故事→半嶺聚落遭無情火的故事→亂槍遺留下的痕跡→中美

合作物資發放倉庫→民眾服務站(現為鄉公所)→青番村辦公處談反共救國軍蓋

屋故事→東海部隊的精神堡壘「海屋」與西方公司(現為山海一家)→青番自衛

戰鬥防禦→胡將軍廟擴建的故事→53 年潛伏的匪諜→55 年前的大水溝相隔的

兩村→鹽倉→夏冷泉冬熱泉的故事→以物易物與外國人交換物資的故事→23 哨

所。 

  

          主講人:陳順壽先生 



 
 

  

  

  

  



 
 

   西肯繁花盛開之七桃郎走讀培力營 第二場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7 月 22 日  

(二)辦理地點:莒光鄉青帆社區 

(三)參與人數:22 人  

(四)活動內容花絮: 

  

  

  

                       主講人:陳瑞國 



 
 

  

  

  

 

 



 
 

西肯繁花盛開之七桃郎走讀培力營 第三場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9 月 13 日  

(二)辦理地點:莒光鄉青帆社區 

(三)參與人數:21 人  

(四)活動內容花絮: 

  

  

  



 
 

 

二、活動媒體露出 

 

說明:張貼於 YouTube 



 
 

 

說明:張貼於 YouTube 

 

說明:張貼於馬祖資訊網 

 



 
 

二、走讀紀錄 

(一)莒光鄉青帆村社區走讀培訓心得                   

                                                撰寫人:陳超 

   2019 年 8 月 5 日   奇石怪岩石破天驚，沒有高山峻嶺卻有滿滿丘陵的

翠綠灌木叢。迷人的方塊 海、夢幻的藍眼淚，有驚濤拍岸或敲山震虎，有海波

不興或呢喃傾訴，燕鷗穿梭 其中候鳥不絕於途，有梅花鹿間或有野山羊。 

春天後母娘形容天氣之多變，馬祖之天候時晴時雨，一日數變多彩多姿、天威

難測。但長夏夕陽卻美的出奇，日出更是美得令人窒息。好山好水，馬祖的美

渾然天成，無疑是世界級的景觀。站著看、坐著看、躺著看、倒立看，怎麼看

都美，總是醉人心肺不愛也難。    

  莒光鄉是馬祖四鄉五島之最南端，東西島面積共 5.42 平方公里，東臨東

海， 西臨福州外圍琅歧，北接竿塘列島，南與平潭相望。西莒島西坵與南竿馬

祖港距 離約 18,000 公尺，行船約需 50 分鐘；東莒與西聚間距離約 3,000 

公尺，行船約 需十分鐘。西莒島面積 2.37 平方公里，海拔 203 米，海岸線

有 7.9 公里。島的南方為青帆澳，是聚落的集中地也是莒光鄉的行政中心所

在。現在有新的地標出現，就是由青帆社協推動的 23 哨據點之活化項目，目

前進行順利可望明年開幕啟用， 勢必帶來人潮參訪，值得拭目以待。    

  青帆港依山傍海，左側有蟾蜍礁，右側有蛇山，兩側環抱口小腹大掩護條件 

良好，另其東側又有標高 64 公尺之棋盤山，巧妙地抵擋了冬季的北風侵襲，



 
 

是 有層層屏障的天然良好避風港。坤坵下方一系列的小島嶼叫做蛇山，花崗岩

基盤， 呈現一字型橫列，是出入青帆港的屏障，也是燕鷗保護區，又是世界級

景觀方塊 海上演地點，島礁與島礁有沙灘相連，水淺流急，退潮時連成一片，

可以步行其 上，由沙灘望去景色絕美。岸邊觀景亭設有望遠鏡兩座，可以清晰

看到燕鷗曼妙 身影。    

  世界地圖上看不到馬祖，這看似平凡的馬祖卻一點也不平凡。西莒光更是不

平 凡中的不平凡，說起來大有來頭，篇幅有限只能概述一二：史載元朝末年，

莒光 即有先民到此居住，當時稱為白犬，「居民聚集，頗稱繁盛」。明朝初年實

施海禁， 被迫遷離。因為名稱不雅後被改為白肯，到了永樂年間，鄭和七次下

西洋宣揚國 威，時有東沙海地圖出現，此時莒光就叫東沙，因為有很多潔白細

沙，到現在對 岸還有很多盜砂船在海域橫行，之後這裡成了海上貿易天堂，走

私猖狂引發海禁 和倭寇侵擾，危害百餘年。   

   青帆村原名青蕃村，青蕃在福州話是生番的意思，因為海上貿易盛行時，世 

界上海權國家多有洋人商旅往來，漢人排外心態一律稱為青番，是有歧視味

道。 乾隆開放海禁，引發福建沿海百姓「孔雀東南飛」到白犬列島，待中日甲

午戰爭 後，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包括了福州。演變成「海盜」、「倭寇」、「紅

毛」、「販 毒」、「貿易」等等，一段說不清楚的混亂與熱絡，這時候青帆村竟有

「小香港」 之稱號。民國 38 年國軍撤退，駐守馬祖民國 45 年實施戰地政

務，到民國 81 年 才施行地方自治，民國 91 年開始小三通。這段民國血淚



 
 

史也是非常坎坷。所以 說西莒是歷經滄桑有來頭的不平凡的小地方。    

先民渡海拓墾十分艱辛，捕魚狩獵與耕作均要看天吃飯，又有海盜、倭寇、 

戰地管制，的確生活大不易真是酸甜苦辣嚐盡，所以「人人敬神，個個怕鬼」， 

也就是很特別的敬鬼神心態。這裡祭拜的神，比較多是兄弟角頭等大哥或大

姊， 在原鄉有過大的善舉或義舉，死後庇佑島民靈驗，才被供奉為神。青帆村

中最重 視的地方守護神為陳元帥，是御封之大廟主神。鄉公所旁有天后宮，另

有胡將軍 廟與五靈應公廟。    

  韓戰期間，為採集沿海情報，美國民間「西方公司」進駐現今之「山海一

家」 據點，因為他們有洋貨，有些物資甚至超前台灣先有，所以可以說「西方

公司」 為西莒之成為「小香港」也是頗有貢獻。   

   陳元帥廟旁的中正門，是青帆港碼頭建立前西莒的舊碼頭，由此門進入西

莒， 再直上「小香港」的商業區，全盛時期這裡有魚肉市場、二家餐廳、二家

冰果店， 更有理髮廳與撞球間，當然也有菜市場、什貨店與衣服修補等店鋪。   

由碼頭沿中央路直上半山腰，那是敬恆中小學，九年一貫之國民義務教育學 

校。經國先生之老師是吳稚暉先生，字敬恆，一生忠黨愛國卻從不擔任一官半

職， 為表對其人格之景仰，特以其命名，勉勵學子效法其精神。再往上走，到

建國路 轉角圓環中央，樹立蔣介石先生之銅像，全身塑像面對西方，似乎日夜

念念不忘 「反攻大陸」，蔣公如果安在，其心作何感想？這景象在台灣是看不

到了，也成 了西莒的特殊景觀。    



 
 

  一樣的月光，一樣的日子，在莒光你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我看到了精 

靈，我聽到了戰地鐘聲……。 

(二) 西肯繁花盛開之七桃郎走讀培力營 活動紀錄與感想（上）  

                                              撰寫人:陳廷豪 

  西莒，是我二年前服役的地方，所以當青帆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達哥，他

熱情向我邀約時，我二話不說地立刻答應前來參與。而我參加的是第一場

（6/28），由當地耆老陳順壽先生來擔任引路人，向我們介紹青帆社區的過往

繁華與精采的歷史。 

明清時代的歷史故事 

   當日一早，大家在青帆港的侯船室前集合完畢後，順壽前輩便先向我們介紹

「西莒」地名的歷史。原來，東、西莒島的山形從遠處看像狗，故舊名為東犬

島（鄉）、西犬島（鄉），後因「犬」字不雅，剛好在福州話中和「肯」同音，

因此改為東肯島、西肯島，並合併改為白肯鄉。之後，在「毋忘在莒」的反攻

大陸目標下，又將行政區改為叫「莒光鄉」，西莒則為莒光鄉的行政中心。 

  接著，順壽前輩指向前方的山勢地形，向我們說明，從青帆港望向西莒，就

像是一隻蝙蝠，二邊的樹林高地如同翅膀，頭的位置就在陳元帥廟，所以這裡

真的是一塊自然的風水寶地（蝠同音福）。不過在早期，海盜和土匪也曾在西莒

島上盤據過，打劫附近海域的漁民、商船，傳說往田沃村的沙灘，就是他們處

決戰犯的刑場。至今，長一輩的島民，仍不敢輕易前往該地。 



 
 

  到了 1840 年代，在清朝政府因戰敗英國後，依約將福州作為「五口通商」

之一的商埠，也因為商業活動的進入，官方便開始治理地方、擊退盜匪。順壽

前輩說，當時洋輪、商船要前往福州之前，都會停靠在青帆港等待潮汐來進入

閩江口，在候潮、避風的同時，他們就會在此補給淡水、蔬菜，以及進行各種

貿易活動。「所以，我們這邊早期很熱絡，被人們稱為『小香港』，像是有洋菸

和洋酒等各種的舶來品，也還有鴉片館、酒樓，可說是非常繁華！」說起過往

的榮景，感受到順壽前輩仍是語帶驕傲。 

  概述完清朝時期的歷史後，我們一行人便沿著彎曲的上坡，緩緩往山上移

動。此時，眾人發現在彎道之際的擋土牆上，鑲嵌了一塊的祭拜碑，問順壽前

輩石碑上刻了什麼？他只說，這是塊墳，上頭刻了「無名氏」。再追問從什麼時

候建的？又為什麼要在此蓋墳？只見他雙手一攤，搖搖頭地說：「坦白說，我是

懷疑真的有人葬在此，因為早期居民過世後，都會往山上去，絕對不會葬在路

邊，若說是軍人的，但旁邊就是營區啊，怎麼可能會在自己家門口埋人呢？而

這個小香爐早期是用香菸在祭拜，所以我的猜測，可能是被不知名的誰擺了一

個小香爐後，路過行走的阿兵哥們為了保平安，就因此拜了起來。」 

  順壽前輩以上說明，雖然沒有充份解答大家的疑惑，但我們也不再多問了，

畢竟我想，這種歷史之謎，就是不要弄得太清楚，才能永遠保有一種特殊的神

秘感吧！基於「心誠則靈」的信仰，我們在各自拜了拜後，便又繼續向前走。 

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反共年代 



 
 

   我們是從敬恆國民中小學的後方，走進青帆村。路過敬恆中小學時，順壽前

輩向我們解說，因為莒光鄉人口不多，東、西莒的學生來這邊唸完國中後，都

要前往南竿求學，唸馬祖唯一的高中，之後再去台灣唸大學。也就是說，東莒

的小朋友從東莒國小畢業後，就要開始離鄉背景地到外頭唸書，算是相當辛

苦。「大家看到南、北竿的學校都是用『中正』、『中山』或『介壽』等，用推崇

總統姓氏的方式來命名，而知道為什麼在西莒可以用『敬恆』嗎？」順壽前輩

出了考題問大家，而我們只面面相覷，不知道原因。順壽前輩看我們一臉茫

然，就直說了：「因為，『敬恆』是蔣經國老師（吳稚暉，後改名敬恆）的名字

啊！也正是如此，大家也就沒意見了。」 

   原來，青帆村最早有「白肯小學」，但後來在中國國民黨撤守中國後，便易

名成原本在福建長樂縣的「吳航」小學，象徵復校的意思。之後，國中部成

立，以「敬恆」為名。到了實施九年一貫教育時，才將敬恆國中與吳航國小合

併，更名為「敬恆國民中小學」。 

    像是這種因中國國民黨來馬祖後，才做的出的改變，最直接的例子就是

「莒光鄉」。順壽前輩一開始便有說，西莒是因為在「毋忘在莒」的反攻大陸目

標下，才從東肯（犬）島、西肯（犬）島更名為東莒島、西莒島。經我事後再

進一步查資料才知，「毋忘在莒」是來自於春秋時期的故事，齊國因政局不穩

定，故齊大夫鮑叔牙帶公子流亡到莒國，日後再返齊國即位，並成為春秋五霸

的濟桓公。因此，失守江山的蔣介石便時常引用此典故來激勵士氣，希望有朝



 
 

一日也能順利反攻大陸。 

    我認為，「反攻大陸」對我這代以後的年輕人而言，早是上一代的人傳說。

我國現代社會，隨著開放選舉等民主化後，便已政治本土化了，國軍也不再視

「反攻」為戰略目標，更甚，就連我父母輩的人，如今都把小時候被灌輸的思

想教育，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 

然而，在西莒除了以「莒光」為命名之外，諸如其它路邊隨處可見的「同

島一命」、「奮戰到底」和「枕戈待旦」等精神標語，都足以反映當時中國國民

黨剛失守中國，撤退來到台澎金馬時，那種為了「反攻大陸」作準備，和防止

中國解放軍登陸的緊張氣氛，作了最好的時代見證。 

美軍進駐的冷戰痕跡 

    馬祖的軍事痕跡，除了國共內戰的背景外，當時世界的冷戰局勢也牽動著

西莒這座小島，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 

  「大家看，這就是『山海一家』，在前幾年翻修改建後，現在則是對外經營民

宿、餐廳。」順壽前輩指著眼前這棟嶄新的現代建築物，我們已全然看不出過

往的戰地氛圍。「最早這裡曾是東海部隊的司令部，後來 1950 年的韓戰爆發

後，美國的 CIA（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西方公

司』的名義進駐，訓練當地的東海部隊，前去中國沿海進行突擊、騷擾，和情

報蒐集，以牽制共軍抽調兵力到朝鮮支援作戰。同時，我們也藉此來為反攻大



 
 

陸探路。」 

    順壽前輩簡介山海一家的歷史完後，我發現，旁邊有一間沒有屋頂的頹敗

房舍，在僅留的門面上頭，刻著「青蕃村辦公室」六個字。「咦？這是青帆村以

前的辦公室嗎？」我發問，只見他搖搖頭，笑一笑說：「不是喔，這是西方公司

幕僚的宿舍。」原來，馬祖的福州話稱外國人為「蕃仔」，由於早期這裡的外國

人非常地多，所以青帆的舊地名即為「青蕃」，意為「生蕃、陌生的外國人」。

因此，「青蕃村辦公室」就是指，那時候美國人的辦公、住宿空間。 

  「西方公司」本是因牽制中國支持韓戰而起，故在韓戰結束後不久，美國便

撤離了西莒。閒置出來的「青蕃村辦公室」，不再使用後，自然成為了當地小朋

友探險之處。順壽前輩回憶起孩童之年，「有一次，我們幾個小朋友夜宿在此，

玩壯膽遊戲。結果，半夜裡，沒人的二樓突然傳出『喀達喀達』的聲音，像極

了軍官皮鞋的走路拖地聲，嚇得我們立刻奪門而出！」 

雖然順壽前輩是在大白天裡，說著小時候的靈異體驗，但在以斷垣殘壁為

背景，還有週遭被刷上白色油漆的房舍和空盪的街區，看上去，竟也帶來陣陣

莫名的蒼白與荒涼感，為那超過一甲子的戰地歲月，添增許多神秘又魔幻的色

彩。 

 

 

 



 
 

(三) 西肯繁花盛開之七桃郎走讀培力營 活動紀錄與感想（下） 

                                                撰寫人:陳廷豪 

  西莒，是我二年前服役的地方，所以當青帆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達哥，他

熱情向我邀約時，我二話不說地立刻答應前來參與。而我參加的是第一場

（6/28），由當地耆老陳順壽先生來擔任引路人，向我們介紹青帆社區的過往

繁華與精采的歷史。 

軍民的緊密互動與過往的榮景 

中國國民黨撤守中國大陸後，將馬祖建構成「反攻大陸」的前線，便開始

有大量的國軍進駐。西莒的居民靠著國軍消費、軍人市場，使在地的經濟活絡

非凡。陳順壽便回想起，當初的國軍也是來自中國的各省，所以當年青帆港最

著名二家福州菜的酒家，就是聚英樓和樂英樓。一聽飯館的名字就知道，「聚集

各地英雄好漢」與「來自遠方的英雄豪傑，不亦樂乎」之意，非常氣派，且總

是高朋滿座，軍官們的「星光」閃閃。不僅餐廳，近代一點還有多家網咖、理

髮店、洗衣店，和軍用品雜貨店等，相當熱鬧。但，自從撤軍之後，少了軍人

的消費，就沒落很多。 

   「我不講你們一定猜不出來這裡以前是什麼？」順壽前輩向眾人說著眼前這

塊騎樓空地，我們看上去，雖然「百貨」、「商店」的手寫招牌仍可辨識，但卻

是鐵門緊閉，牆壁的部分瓷磚也已脫落，頗像是早已人去樓空。「這是以前的市

場啊！以前這邊到處都是阿兵哥，也都會來在這邊買菜呢！」「哇，還真的完全



 
 

看不出來，這裡以前竟然有人在這邊賣菜？」「看不出來，對吧？」只見順壽前

輩略帶苦笑了一下，就像是老早便知道我們絕對猜不到，畢竟，他自己可能也

很難想像，這邊原本是市場吧。我想。 

   伴隨軍人而來的，不全然是熱絡榮景的記憶。「這排房子，原本都是木造式

的房舍，是後來被阿兵哥燒掉的。」「咦？為什麼阿兵哥要燒民宅？」順壽前輩

起了個話題，引起眾人的高度興趣。「因為，以前當兵很苦啊，壓力也很大，大

概在 1960 年代初，就有一位阿兵哥對軍中生活非常不滿，就放火洩憤燒民

宅。那時候民眾積怨很深，一知道是軍人放的火，民眾自衛隊便憤慨地拿槍出

來理論，像是這邊這個牆壁，上面還有彈孔呢！」順壽前輩手指一塊建碑上的

破碎角落，證明過往那段離奇的歷史。「後來，就高階長官出來調停，用部隊的

經費協助重建，才平息怒火。而縱火那位阿兵哥，聽說也被判軍法，槍斃

了。」 

    軍人的壓力，有時候也會帶有趣的造景。「大家有看到那塊刻有『情比石

堅』四個大字的石頭嗎？那其實是阿兵哥刻的喔！」順壽前輩帶我們到了青帆

運動場，要我們留意那塊石刻，並娓娓道來另一段故事。「因為以前在外島當

兵，發生的兵變事件實在太多，又特別是在西莒，可說是離島的離島，所以有

某一任指揮官，為了穩定軍心，他就請阿兵哥刻了『情比石堅』，用來鼓勵和祝

福大家的感情能夠順利長久。因此，這邊以前又叫做『鴛鴦堂』喔。」順壽前

輩說完這個故事，我們大家都會心一笑，原來還有這種有趣的小故事。 



 
 

西莒第一個的據點活化—23 哨 

 繞完青帆村後，我們沿著木製階梯，步行到了阿達的地盤—23 哨。作為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他，驕傲地跟大家說，這可是西莒第一個據點再活化的空

間喔！23 哨的地點位於青帆運動場旁，在青帆港往陳元帥廟的道路上。「雖然

這個哨點現今是在馬路旁邊，但當初設計機槍堡時，不要是阻攔路上的人、車

喔，而是要抓水鬼用的喔。因為這邊的路，都是後來才填海造陸弄出來的

啦。」出身高雄的阿達，用他那具有特色的嗓音，來跟我們介紹。「反正喔，你

們就跟我走，我帶你們來看看嘿！」 

    「這裡之前都是草木叢生，是我一一給它整理出來的喔！」「這個步道做起

來，就一定會很漂亮。」「這個地方，之後可以烤肉，用桶仔雞來吃。」「來、

來、來，我還改建了一個廁所在這邊。」「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個假人在站哨，

都是我設計的吶。」阿達一邊走，一邊向我們解說每一草、每一木，到處都可

以看到他的巧思，相當令人驚豔。 

    待參觀完週遭環境後，阿達帶我們走進哨口，他說：「23 哨是一個班哨，

也是一個埋伏哨喔，你們仔細看各個射口，不是只有對海嘿，也有對村莊的方

向喔！」 

在我的認知中，槍管都應該是對著敵人，怎麼會對自己人呢？所以，事後

我多查了資料，才得知原來「埋伏哨」是沒有口令查哨的，僅在晚上才會佈

哨，且在執行哨點任務時，只要發現有人經過便會開槍。因此，機槍口除了對



 
 

付水鬼之外，也有幾個是對著青帆村，以利觀察是否有潛伏在村內的匪諜，在

夜間宵禁時出來行動。 

只見 23 哨內仍有一些工程尚未完成，我們問了阿達何時會完工？「23 哨

開幕典禮我已經訂好了，時間就在明年，正是陳元帥祝壽的那一天，農歷 2 月

22 日，國曆則是 3 月 15 日，也剛好是星期日喔！」阿達順口講出這個與神同

行的日子，正突顯出在地人對陳元師的虔誠信仰，希望能夠得到神明的庇佑。

「還有，那天我也找了國慶大典上，踢正步表演的憲兵隊來，我要弄得盛大一

點，讓社會知道我們西莒過去的歷史！」他習慣性地拿出一顆檳榔，放入口

中，有點跩跩又負有自信地向我們宣傳。 

「你們一定要來嘿！」「好！」 

西莒人的信仰中心—陳元帥廟 

    走讀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當地的信仰中心—陳元帥廟。 

    「這座陳元帥廟，是我們西莒人的信仰中心，我們所有人都拜祂，也分靈

到全世界各地喔！像是台灣高雄、南、北竿，還有傳到中國。我來說個故事，

讓你們知道我們對陳元帥的敬意。」順壽前輩一臉自信地向我們說，「在以前物

資匱乏的時候，其它地區的人都會吃青蛙，就我們西莒人不會抓青蛙來吃，因

為，傳說當地的青蛙都是他的兵將。既然都叫元師了，我們就不能把陳元帥的

兵將都被消滅，對吧？」順壽前輩用「青蛙是兵將」的擬人式比喻，讓大家都

覺得很有趣。 



 
 

    「不僅是我們不吃青蛙而已，所有地方的大小事情，我們也都是在神明面

前來解決！」什麼叫在「神明面前」解決事情呢？我們追問。 

    「在漁村社會中，非常需要勞力活，所以，早期幾乎是誰家的兄弟多，就

掌握一切的資源，但這樣下去不就沒有秩序和王法了嗎？畢竟，總不是都是靠

拳頭來處理事情，對吧？」順壽前輩向我們解釋，「所以，後來每每遇到爭執

時，大家就會到廟裡去『擲筊』，來詢問陳元帥的意思，例如像是漁場的位置，

我們就會來擲筊和抽籤，以示公平，這樣大家明白了吧！」在過去法治觀念尚

未普遍的年代，順壽前輩用「在廟裡面，以示神明見證」的例子，來突顯當地

人對陳元帥的虔敬，真是相當生動又實際的說明。 

「其實以前陳元帥廟，過去是叫做『威武陳將軍』廟，而不是元帥。那大

家知道為什麼後來變『陳元帥』嗎？」順壽前輩賣關子式地向大家提問，我們

只是搖搖頭，他即解答：「因為託夢。」 

「咦？託夢，就又升格了？」我們睜大眼睛，一臉孤疑。 

「對啊，就是有一天，陳將軍託夢給我們說，玉帝已經將我升格了，封為

元帥了喔，所以請我們改名字。然後，我們就進行工程，把『將軍』改為『元

帥』了，哈哈。」 

    「那，託夢給誰？又講了些什麼內容呢？」我們好奇再追問。只見順壽前

輩笑而不語，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這就是天意。 

    「那最後，我再多說一個陳元帥的傳奇給你們聽好了！在升格成元帥之



 
 

前，軍方的將軍裡面，一直都還沒有我們莒光人，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是不是，這樣就有二個將軍？」我們之中有人搶答。 

「哈哈，沒錯，就是這樣。不然，該位軍官回來莒光，他若說他是『將

軍』，但我們島上就已經有『陳將軍』了啊，怎麼可能還會有『將軍』，所以我

們莒光人就一直升不了將軍。而剛好地，在在升格為元帥後，我們就真的出了

一位將軍啦！很神奇吧。」 

無論是巧合，還是神蹟，總是地，順壽前輩的每一個充滿驚奇的說明，都

再再顯示出對陳元帥廟的敬仰與信服。 

如今，雖然西莒的人口不如以往，榮景也不再，但陳元帥廟一直都在。祂

就是地方的守護神，讓西莒能夠平穩地渡過戰地歲月，島民們也很平安地、好

好生活著。 

 



 
 

莒光鄉青帆社協走讀培訓心得報告  

                                撰稿人: 林娟娟 

  要我走讀青帆社區，真是感慨萬千。民國 83 年第一次由西莒島青蕃澳口中

正門登島，莒光也有經由田澳上岸，千辛萬苦才到達這個「無情荒地有情天」的

小島。說鳥不下蛋，烏龜不上岸倒也不是，只是民國 81 年才解除戰地政務，開

始實施地方自治，很多的不方便是真的。我像白頭宮女話當年，客官且聽聽吧。 

  那時青帆港碼頭尚未建設，現在的運動場是建碼頭時填海而成，環島路也是

後來陸續接上，整個青帆面貌豁然開朗。原來由中正門石階直上聚落的形成，也

漸漸有了新的門戶可以進出，由中央路可以開車進入青帆村。 

  青帆港碼頭完成後，很多居民喜歡到防波堤上釣魚，釣的是大鱸魚、白帶魚、

石斑、紅魽等，也有西莒特產章魚，可惜的是這些年氣候變遷，也或許是環境汙

染，漁獲已大不如前，而尤其是章魚更到了需要保育的程度。這些年政府也注意

到了，淡菜、蠑螺、沙蛤等也需要保護了。 

  由中央路敬恆國中小底下，左拐進入青帆村，村口有一座涼亭，我管他叫「望

春亭」也叫「愛晚亭」。天氣不好時，到此一坐，望春天快到、春風快來，所以

叫「望春亭」；在此亭觀看夕陽西下無限美好，所以又稱「愛晚亭」，這是遲來的

愛。與此亭呼應的有山坡下 23 哨的「情比石堅」生態池。當年到此當兵的阿兵

哥 2、3 年才能返回台灣，這其中常發生「兵變」（就是阿兵哥在前線，女朋友跑

了），一個有心人建此地，要阿兵哥堅信「情比石堅」，青青的丘陵，茫茫的大海，



 
 

要唱「梁山情歌」嗎？ 

  記得那時候駐防部隊還算多的。早上五點多鐘，在青帆村小香港中樞地區已

經擠滿了人，許多部隊採買來買東西，約莫到了八、九點之間結束。下午三點多，

有開了麵包車的小蜜蜂，帶著香菸、飲料、麵包到島上各據點兜售，生意非常的

好。那個年代，青帆是「小香港」，而田澳則是「西門町」，有電影院與澡堂，想

想看有這兩個名號，那經濟活動會不熱絡嗎？當然老百姓也富了起來。 

  青帆村中有一口靈泉，在還沒有自來水之前，家家戶戶都要到此挑水，連海

防部隊也來此接水。奇怪的是西莒山不高，而且植被不厚，為什麼長年不斷水量

頗豐，真是有神仙保祐。 

  當年到了島上，就發覺這裡的女人特別了不起。上山下海以外，還要能挑擔

能做菜，做魚丸、做老酒、做紅燒鰻樣樣難不倒，尤其島上廟宇特別多，每到年

節拜拜，各式糕點與應景供品，五花八門。我懷疑他們是不是都不睡覺，但每家

又都有許多個小孩，哈哈，貽笑。這倒讓我想起一個耆老的笑話，他自傲的說： 

「不要看我們小香港這木頭房子那麼小，每戶不到三四坪，可是都增產報國，子

女眾多。」所以兄弟姊妹多是早年島民的特色之一。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裡的山不高，可以說沒有高山，倒是有許多神仙。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我表哥在島上夢見數回，蠑螺化成精靈在蛇島附近，

忽升忽降煞是神奇，蠑（龍）蛇（小龍）島。又是方塊海幻化之地，神話鳥的棲

息地，不靈才怪。 



 
 

  由於島民大多由福建過來拓墾的後代，唐山的很多舊習俗依然十足保留，像

造屋上梁、出殯送葬、神明擺暝等等，都很隆重與莊嚴，在台灣地區已經很難看

到。還有那閩東建築，典型的石頭屋已不多見，原因是島民外移太多，老屋年久

失修漸漸傾倒。 

  來來去去，已經過了二十多年，我從一枝花的年紀到了如今徐娘半老，海沒

有枯石也沒有爛，一幕一幕過眼雲煙，像一部連續劇還沒完了。現在青帆部隊很

少，偶有跑步或上政治課程，此外就是用餐時間到觀海樓聚聚，或假日到山海一

家喝咖啡吃牛排。小香港不再是小香港，西門町不再是西門町。我也不再是原來

的我。我現在是堂堂正正的青帆居民，願意當青帆再重新整裝出發的見證人。 

 

西肯繁花盛開七逃郎走讀培力營活動紀錄與感想（後續） 

撰稿人:陳廷豪 

西莒，是我二年前服役的地方，所以當青帆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達哥，

他熱情向我邀約時，我二話不說地立刻答應前來參與。而我參加的是第一場

（6/28），由當地耆老陳順壽先生來擔任引路人，向我介紹青帆社區的過往繁

華與精采的歷史。 

承載著戰爭記憶的進出口—中正門 

    曾經風光繁盛的西莒，只要隨手一抓，就是故事。在日前書寫完隨隊的活

動心得後，我對於耆老口述的記憶尚有不解之處。因此，出自於好奇心，我便

擇日又再訪西莒，向達哥請教關於港口碼頭的故事。畢竟我認為，身為一座島



 
 

嶼的西莒，若要說起從前，碼頭一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地點，不僅做為唯一對

外的交通樞紐，當地人們所有的生活大小事，也會在此發生。 

「你知道，西莒曾經被叫做小香港喔。那是因為清朝敗給英國後，簽定了

南京條約（1842 年），福州成為了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之後便有大量的商船

在此停泊、補給，等待順風時，進入福州貿易。也因為如此，有許多的外國人

士來西莒，而在馬祖話中，稱外國人為『番仔』，其中『青蕃』二個字又帶有一

點『生番』的眨意。但，這也就是我們『青帆村』名稱的由來喔！」達哥先是

向我說明名字的起源。 

   「不過，說到碼頭，我們在地人習慣講的青帆碼頭，其實是指『中正門』那

邊嘿，而不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候船室這邊喔。」接著，達哥說到關鍵詞「中

正門」，一個具有黨國色彩的字眼。「是那個在陳元師廟旁，在路地內的『中正

門』嗎？」我追問。那個乍看上去，已全然沒有碼頭的痕跡，若沒有達哥的提

醒，我甚至還以為是人車行走的拱門呢。「對，就是那個！你仔細一看，前面是

不是還有二座大炮的模型？那就是在 1949 年（民 38），因為中國共產黨解放

了福州，於是，我們的東海部隊就撤守來到了西犬島（西莒的舊名）。」達哥點

出了那段國共內戰的歷史。 

「所以，興建『中正門』的原因是防守用？」 

「沒有錯。應該是說，原本就有漁港，只是後來擔心中共再打進來，所以

在 1950-1954 年（民 39-43）之間，就建起比較大的中正門，也多了一些像是



 
 

火砲、崗哨等防禦設施。」 

達哥還說，特別是，在 1950 年（民 39）韓戰爆發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CIA）便以『西方公司』的名義進駐島上，並提供訓練和武器給東海部隊，

就又派他們從中正門出發，前往中國大陸的沿海進行情報蒐集和突襲任務，藉

以騷擾並牽制中國北上的軍隊。只是後來，隨著韓戰的結束，東海部隊和西方

公司的任務也告一段落。在 1970 年代左右，中正門便進行了第二期的工程，

將之修建為便於卸載民生貨品為主的港口。到了 1980 年代，戰爭的氛圍更淡

的時候，就進行了第三期的工程，修改成至今的模樣。 

「你看，現在連前面二門大砲都是假的。」達哥指著那二門座落在門口的

黑色火砲給我看，若沒有他的提醒，我還沒注意到，原來，那是火砲。 

    一個不起眼的中正門，達哥隨口一說，便帶出西莒的發展史。繁華一時的

商港、國共內戰、東海部隊和美國 CIA 等，生硬的歷史名詞全部被串在一起，

成為故事。「那現在的青帆碼頭呢？」我再問。 

「我們現今所講的青帆碼頭啊，是在 1997 年（民 86）開始施工興建的，而且

是填．海．造．港出來的喔！」他特別強調，也就是說，你現在所看到的道

路、操場，在以前通通都沒有啦，全部都是海而已。直到 2001 年才完工，然

後，因為是由中華工程施工建造的，所以有中工碼頭之稱呢。所以啊，有時候

我在辦活動，跟老一輩的人講，我們來去青帆碼頭集合，大家還會跑錯，跑到

中正門。要跟他們說，到中工碼頭集合，大家才會知道喔。「怎麼樣？有沒有覺



 
 

得這裡很好玩？」達哥笑著對我說。那，又為什麼從原本的青蕃變成青帆呢？

我問。 

「這還不簡單，就蔣經國覺得不雅啊，就改了名字，於是在 1986 年（民

75）的 10 月 1 日就更名青帆村。」他篤定地說。但，當我再追問時，他才承

認，其實有點不確定。我聽了之後，也只笑一笑。因為 1988 年過世的蔣經

國，其實從晚年（1982）起，就歷經視網膜、白內障和心律不整等多次手術，

根本不太可能再來處理國事，更何況要他再搭船，遠洋來到西莒視察。然而，

在那過去實施長達 36 年（1956-92）戰地政務時期的馬祖，曾經所有的歷史詮

釋權、和物品資源都被軍方所掌握的情況下，要如何讓在地居民能夠試著去述

說從前，講出屬於自己觀點、家族的庶民記憶，我想，這絕對會是再造西莒，

重現過往風華的關鍵功課。 西莒這次的青帆社區走讀培力營，是第一步。期待

未來會更多的社區活動，聽到更多耆老們站出來，向後輩的我們講述著，屬於

他們的故事。 

 

 

  



 
 

三、設計路徑中故事點手稿圖檔 

絹印是在一個張有絲網的四方框架上，利用各種製版材料，以手工或感光方

法，把印紋以外的網目完全封閉，而形成鏤空的孔版，印刷時，印墨受刮刀的

刮壓，就會通過印紋部分的綱目而到達被印物上。 絹印的起源是人類從蟲類蠶

食中空的樹葉得到靈感，而後由型紙、入絲型紙、型紙絹印逐漸演進而來，因

為初期以絹做為製版網材，所以叫做絹印。 

社區透過「絹印」來呈現社區內的故事點，設計出如中正門、山海一家、陳元

帥廟、23 哨所、海堡部隊，設計可愛的圖檔運用各種不同媒材說我們的社區故

事!讓來訪的旅人更願意聆聽在青帆故事! 

用絹印帶著我們的故事，傳唱西莒傳奇。 

設計網版 18＊18 公分，共 5 個圖檔，未來可印用在布料或紙張上呈現青帆風情。 



 
 

  

  

 

 

 

  



 
 

四、活動簽到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