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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108年度社區營造補助計畫-西肯繁花盛開之

花路米 

申請單位：連江縣莒光鄉田沃社區發展協會 

報告日期：108年 10月 15日 

 



花路米資源盤點工作坊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7 月 13 日  

(二)辦理地點:田沃老人文康中心 

(三)參與人數:16 人  

(四)活動內容簡述: 

西肯繁花盛開！莒光鄉田沃社區發展協會透過文化處社區營造補助西肯繁花盛

開之花路米計畫，邀請行政院新創基地顧問邵文正從為什麼要做地圖？為誰作

地圖？ 地圖要呈現的元素有哪些？如何製作一張成功的地圖？每一個環節、步

驟，都與現場不同年齡層及不同立場的學員交流討論，綜合大家的觀點，逐漸

聚焦，再透過地區資源盤點及資訊整合，未來呈現出來的將是一張適合大家資

訊完整的地圖。 

 

 

 



Show 西莒工作坊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9 月 08 日  

(二)辦理地點:田沃老人文康中心 

(三)參與人數:25 人  

(四)活動內容簡述: 

針對盤點結果討論呈現方式，並思考如何將盤點結果串連，討論不同的走讀路

徑，以黏貼地圖的方式將心目中的西莒島地圖呈現，並上台與大家分享。 

 

 

 

 



 

   

   

   

     



 

  

 

   



訪談技巧模擬與操作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8 月 12 日  

(二)辦理地點:西莒友誼山莊 

(三)參與人數:8人 

  

  

  

 



體驗路徑工作坊 
(一)辦理日期:108 年 09 月 08 日  

(二)辦理地點:田沃老人文康中心 

(三)參與人數:15 人  

(四)活動內容簡述: 

    將 Show西莒工作坊所呈現出來的地圖，依遊客停留西莒時間及旅遊主題的

不同，討論出適合的路徑。 

  

  

   

 



 

  

  
 



 

  
 

  
 

 



西坵村訪談紀錄 

一、訪談西坵(陳好官夫婦) 

   *民國 50年左右，西路有 35家，坤坵 18家，兩者合併各取一個名字統稱為

西坵一共有 53戶人家，陳大哥在 13.14歲當時是在做村丁，村丁的工作例如:

通知明防隊，晚上站哨的，通知公差的，政令之類業務包羅萬象， 

  *民國 38年前島上的居民自己種罌粟花來做鴉片，以前鴉片非常值錢，大哥

說 15歲時都偷偷嘗過鴉片，當時沒有醫生，肚子痛，咳嗽時吸兩口可用來治

病，到民國 40年左右就被禁止使用。 

 * 陳大哥說在小時候沒水果可吃，跟大陸沒有往來，大都是上山採摘野果來

吃， 

西坵在民國 52年時候興盛時期有 18家，坤坵靠海都是以捕魚為生，國軍在 43

年就已進駐西莒島上，管制也多，就是軍管時代，那時西坵唯一的雜貨店是由

姜博財開的，賣些材米油鹽醬醋茶之類的，早期貨源缺乏，阿兵哥在那時較少

出來消費，直到民國 60幾年左右越來越興盛。 

  *陳大哥說著當時軍管時代管得很嚴，海邊都不能去抓海產，晚上 9點左右就

實施消禁，燈火都不能外露，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認為你都跟對岸通風報信，如

果不聽規勸是會被抓起來的。 

  *仙洞的由來版本很多，陳大哥的版本是在 8.9歲時裏頭的場景是，裏頭有個

磚塊砌成的石桌，石桌上還有一個香爐，據說有半圓形一層一層的階梯造型，

有香爐、有吃的水果、糖果、感覺像是神仙住裡頭的感覺。後來也有一個傳

說，有一個游擊隊的帶著一個女的把她藏在仙洞裡每天送吃的她吃。因時日已

久仙洞已塌陷，裡頭的石桌、香爐都已不見。 

  *民國 60年幾年左右，阿兵哥的薪水才 120塊錢，島上駐軍越來越多一直到

民國 78年阿兵哥最多到 2800人左右陳大哥從 60年就已開始做生意慢慢開始做

生意從開雜貨店、撞球檯、五金店、還會製作馬祖酥、花生糖、洗衣服、洗一

套衣服 3塊錢、燙洗衣服 5塊錢，民國 78年間開始駐軍越來越多改做吃的生

意，電玩、網咖、生意太好做生意的店家每天忙到三更半夜，當時還有鐘錶

店、卡拉 OK店、照相館，吃的喝的玩的樣樣有，所以西坵有不夜城之稱號。當

時想買肉品必須早早起床排隊買肉，印象深刻的是想買塊豬肝，只能買 3指寬

的大小，有時還買不到，需要跟人說:我家有生病的人懇請讓給我買吧。 

   *陳大哥夫妻也會製作石花凍，據說只有蛇島的幾塊石頭上才有石花草，石

花草採齋的時節是在 6-7月，一年只長一回，每到盛產時節可以採摘 4-5個麻

袋之多，沒採摘最後就會慢慢爛掉就沒了，大哥有說現在蛇島變成燕鷗保護區

4-9月，無法登島採摘石花草，陳大哥希望蛇島能夠開放 3天的時間讓居民登

島採摘，也可作為西坵專屬的石花凍產物，可供觀光客品嘗天然的石花凍。 

  *民國 60年左右陳大哥家是最早買發電機跟一台 12吋的歌林黑白電視，因為



當時沒有電廠，之後各家戶都會自備發電機來發電。 

  *因為軍管嚴格，禁止出海，使的島上居民無法出海討海維生紛紛搬離島上去

台灣求生活，西坵從原本的 35戶變成現在的 8戶 ，坤坵 18戶如今只僅存 1

戶，民國 70幾年左右軍管才開放去海邊，前往海邊必須要有採蚵證才能放行採

蚵。 

  *陳大哥訴說 72年間改彣大王的由來，像右手一樣的五指山，彣大王就坐落

在掌心，起因是陳大哥誤撿子彈回家遭阿兵哥舉報差點出事被抓去關，因彣大

王顯靈才度過難關，從此彣大王深植人心。西坵彣大王廟在早期是一座約一米

高的小廟,鄉親前往燒香拜拜必須彎曲或蹲著身體,祭祀非常不便,後由西坵村民

集資於民國 72年改建,在蓋廟當時由工程人員發現這一個特殊情形’從廟的高

處往下看便可看到廟的後面有 5塊高低不同石頭,形態相似張開的右手掌,因要

配合廟宇的大小右邊狀視姆指的石塊會影響主體建築,本將這些石頭做部分切除

或是廟要位移旁邊避開石頭,但經由當地耆老請示神明之後決定保留,且廟也原

址不動就地而蓋,所以現在在廟內亦可看到保留下來的姆指, ,廟宇便座落在掌

心中間而當地民眾又戲稱此為五指山。 

   *廟內對聯的由來 :   

請當地為本鄉廟宇寫對聯的仕紳幫彣大王廟執筆數副對聯,多次反覆請示神明爻

杯挑選,但都無結果,後來陳好官大哥進入廟內燒瞬間腦筯一片空白,突然腦中出

現┌五指石中長靈氣」這一句話,經多次確認後將這句話做為上聯,而下聯就由

那些對聯中挑選,再經由張名聰先生過目,組合了現在的對聯把廟宇的現狀簡單

明瞭的表達出來。 

   *彣大王姓氏的由來: 

早期彣大王廟還沒有姓氏,鄉親都以西路大王廟來稱之,因民國 72年改建完成後

須為廟宇定名,進而推派陳好官先生代為祈「夢」,祈夢時準備紅紙一張,筆一

支,安靜的在房間睡覺,夢中看到三個殿二個燈,其中有一個很大的殿,從殿外走

進去看到一個字,就聽到有人叫他趕快寫下來,這就是他的姓,陳大哥說他看了一

眼之後就笑笑回答說記得了,記得了，而沒有即刻醒來記下看到的字,等他睡飽

之後竟然忘了這個字,而他的太太睡在另一個房間半夢半醒間聽到門口有人跟她

說你要記住喔「文」字,她太太問什麼「文」，有人回答不要想太多就文旦的

文，因無法再次祈夢,鄉親們依其所見將姓氏推敲出來,(三個殿是三彡,二個燈

是二排)組成┌彣」這個字,因為大家都沒看過這個字.,百家姓也找不到這個

姓，廟宇姓氐又極其的重要,為了甚重起見鄉民們不斷反複的詢問,最後求得連

續十個聖杯，也有請陳樂禮阿公用乩身方式去問,也得到相同的答案還說祂有一

位夫人,夫人姓陳.。第二天鄉親又再次用另一個方式去確認,以往是以求三個聖

杯-,這一次求二個聖杯,一個寶杯結果還是得到一樣的答案, 於是就確定是這個

姓氏了。 

 

 



二、陳金妹夫妻訪談 

  *在西坵能吃上一碗大姐製作的石花凍有種特別的感覺，說製作工序非常複

雜，但是將採摘回來的石花草反覆整理後，保存乾燥可以存放很久，隨時要煮

就很方便，也可作為地方特色專屬的石花凍，相對的也希望在燕鷗保護區的時

間能夠開放幾天讓居民登島採摘，才不會讓這清涼消暑的石花凍消失。 

  *軍中樂園(831)~在民國 40多年間就有軍中樂園的存在，一直到 50年左右搬

到西坵現在的位子，軍中樂園裡的小姐最多時有 15人之多，有的是自願來的、

有的是欠債被迫來的，牆上貼著小姐的照片來買票，一星期會公休一天， 

  *在島上的居民為了謀生，各個身懷絕技，吃苦耐勞，裁縫修改、洗衣燙衣樣

樣精通，陳大哥夫妻說他們在島上燙衣修改技術一級棒，整個工兵營部隊的衣

服都是指定要給大姐燙衣服修改衣服，因為要燙出直挺挺的衣服超級專業。民

國 50幾年間開起撞球店，再開洗衣店，然後開雜貨店，民國 60幾年間當時島

上阿兵哥從青裝師改為重裝師駐軍有空軍排、憲兵排、搜索聯、衛生連、工兵

營，當時有 2千多人，電廠的設立也在當時興建完成。 

   *陳大哥說當時家中有開鴉片館，種罌粟花，自己提煉鴉片，一顆顆的像無

花果的形狀，要拿著一個竹片慢慢刮，會溢出白色奶汁，收集完奶汁再慢慢熬

煮成黑色的鴉片膏，說著說著竟拿出自己收藏已久的抽鴉片(菸斗)，這支鴉片

煙斗是大哥自己做出 來的，民國 42年間陳大哥在 8.9歲時就已抽過鴉片，抽

一桶會到頭，頭就會會清醒，抽第二桶會到肚子，肚子就不痛，抽第三桶會到

腳，腳會輕飄飄，肚子痛只要抽一下鴉片疼痛就不見，大哥說她家的鴉片館不

以收費為主，而是請有力人士前往他家抽鴉片，說直白就是做公關。陳大哥還

說當時因為爸爸逃兵躲起來，只好去軍中頂替爸爸，負責站衛兵的工作。 

   *早期陳大哥當時家中是靠遠洋捕魚維生，漁獲量很多，墨魚、螃蟹、花

枝、龍蝦...等等海鮮又大又肥美煎煮炒炸，但是卻沒有地方銷售，因為在當時

這些海鮮不值錢，沒人要買也沒錢可買。 

 

 

 

 

 

 

 

 

 

 

 



三、訪談西坵陳伙金 

  *西路跟坤坵合起來就叫西坵村，分三個鄰，一個鄰有 20戶，最高紀錄一共

有 60戶人家，當時有成立自衛隊，機動隊、守備隊、少年隊、婦女隊、軍情隊

共有五個隊，光這自衛隊就有 70-80人之多，戰地政務時期百姓不是打魚就是

種菜，還有一部分作阿兵哥的生意，部隊到 70幾年間所謂的重裝師部隊人數最

多，是東西莒加起來有 2千快 3千多人的兵營，民國 60幾年間戰地政務軍管

期，大哥家開的是開撞球店像點個燈，禁止燈光外洩，商店、菜館也賣酒，常

有阿兵哥喝酒鬧事，此時憲兵排就會出動維持軍記， 

  *當時的軍中樂園(831)是民營的，包給民間來做，老兵(士官長)很多老家在

對岸回不去，只能流連 831為樂趣。 

  *陳大哥印象中的有容路由來，當時還是塊農地因指揮官在道路兩旁種植了榕

樹，所以取名有容路，會有這條筆直的道路是因為要避開彈藥庫，因為彈藥庫

是屬秘密基地，所以才開闢了這條有容路。 

   *海保部隊(海盜部隊)的由來是從蔣經國時期成立的，當時沒有薪餉，補給

不到貨源，為了生活開著老舊的機動船看到英國的貨船經過就把船拉近來搶劫

一番，有次搶劫到一批木材，看著木材不能吃又不能用，就發送老人家做官材

使用。搶劫來的商品有冰糖、玩具、紅棗….之類的。民國 43-45年間東海部隊

改編到東引去了。 

  *民國 46年大哥去上馬祖初中，民國 47年當時的第一任縣長叫王旭，人家說

他是匪諜縣長，南竿有水上飛機(蘭天鵝飛機)，那時機上有好多大官，有上

將、中將的..原本是要飛往台灣，卻被王旭縣長劫到大陸去，軍管時期一直到

80幾年間才解除。 

  *東海部隊曾經在民國 40-41年間自己出過紙票，也開福利社，沒多久就把紙

票回收然後燒毀。45年後都是國軍進駐，最大的就是團長(惟衛)慢慢改為旅

長、師長又改為指揮官，到現在的大隊長。 

  *民國 57年間曾在蕭煌爺那兒挖北海坑道，蓋北海坑道的目的是為了預備補

給艦可以開進來卸貨，怕打仗時共匪會攔截，在海上無法卸貨，只能開到坑道

卸貨，但施作當時因要爆破被壓死好多人停擺，所以就無疾而終蓋不成。 

   *民國 33年出生的陳大哥口述，一開始在漁會當技工一做就是 8年，薪水只

有 7.8百元，民國 61年間當村幹事，非常的辛苦，要做個村幹事比一個鄉公所

民政課的業務還要多如:防空洞的整潔保養、武器彈藥、戰備民糧、環境衛生等

等，晚上還不能回家睡覺，只能睡在村公所，晚上派民防隊輪流站衛兵，有時

也會叫婦女隊支援，工作業務量大薪水 2千元左右的薪水。之後調到鄉公所當

總務，戶警政單位工作，戰地政務解除才又到戶政事務所當主任兼 戶籍員之後

年齡已到卸下公職職務，退休了。 

 

 



青帆村訪談紀錄 

一、訪談人物:鄭典雄 69歲 

    鄭叔您好，我是玉雯有幾件事情想請教你，首先想問一下我們青帆村的歷

史故事，就你所知道的部分告訴我喔!我會做成紀錄好嗎? 

鄭典雄: 

    好的! 

陳玉雯: 

    鄭叔想問一下我們青帆村這邊的故事，我們青帆村以前的人口有多少知道

嗎? 

鄭典雄: 

    我們青帆村以前住了很多人有分青東和青西。 

陳玉雯: 

    從哪邊分的呢? 

鄭典雄: 

    從陳順壽家門口那個方向開始分，那邊有一個大排水溝，排水溝的右邊是

青東左邊青西。 

陳玉雯: 

    它這樣子分有甚麼意義嗎? 

鄭典雄: 

    以前有兩個村莊啊!住了三四百戶光是青帆村半嶺這個地方就住了二三十戶

人家。 

陳玉雯: 

    聽說以前青帆村就住了二千多人，有這麼多嗎? 

鄭典雄: 

    有喔!以前每一戶人家都生了七八個以上呢?這邊三四百戶人家，算一算有

住那麼多人喔。 

陳玉雯: 

    鄭叔想再問你有關青蕃泉的歷史，知道青蕃泉甚麼時候有的嗎? 

鄭典雄: 

    好早就有囉!以前青蕃泉那邊柱子上方曹德水就住在那邊， 

 

   以前那邊整排都是木造房，後來發生好幾次火災，還燒死好幾個人像是劉德

明他們家的小孩都有被燒死，還有像半嶺那邊也有發生火災，那個火災是因為

士官長開槍引起的火災，以前半嶺那邊有一個衛生排，士官長心態不平衡亂開

槍亂射，造成我們很多鄉親死亡，以前當兵很苦士官長心理不平衡就開槍。 

陳玉雯: 



    是喔!那鄭叔我想再請問一下我們敬恆國中小的歷史，鄭叔你以前有在敬恆

國小讀書嗎? 

鄭典雄: 

    我以前不是讀敬恆國小是吳航國小，我們都是讀吳航國小，到民國 58年才

有敬恆國小，以前國中都要到南竿去讀書， 

我們大部分人讀到國小就沒讀了，有些人還讀書沒畢業就不讀了，國小畢業都

要開始工作了。以前這邊的人都很苦，能讀到國小畢業都不錯了。 

陳玉雯: 

    喔!那鄭叔你知道以前東海部隊嗎? 

鄭典雄: 

    知道啊!以前東海部隊就是在我們現在的中正門那邊，指揮官是王調勳，以

前我爸爸也是在東海部隊當廚工，以前東海部隊在中正門那邊，那個門以前像

城堡一樣，陳元帥廟以前的門也不在現在這個地方，要從側門那邊走，陳元帥

我的印象中已經蓋過三次了，最後一次就是我們民國九十六年的時候整修的，

以前陳元帥廟那邊都有住戶在那邊，後面就是用柱子頂起來蓋房子，都沒有

地，柱子的下方就是市場，上方就是住家了，都是用木頭蓋的，市場由鄉公所

來收費。 

陳玉雯: 

    嗯嗯!那鄭叔我們元帥廟的故事你知道嗎? 

鄭典雄: 

    知道啊!那個碑文上面都有寫啊!以前元帥屍身漂流到我們這個地方，我們

很多鄉親去抬他，將他抬上岸，可以幾十個人抬到這個位置都抬不動，後來我

們鄉親就跟他說，你是不是就是要呆在這個地方，在這裡得道嗎?，如果是的話

我們明天出去捕黃魚，如果捕到無頭的黃魚那就在這裡安葬，結果出去捕魚真

的捕到了無頭的黃魚，大家都嘖嘖稱奇，後來大家就用兩個破鼎將他安葬在此

地，陳元帥也是在此得道了，後來我們鄉親也在此蓋廟供奉，目前正廟下方的

玻璃櫃就是是他的金身所在了。 

 

 

 

 

 

 

 

 

 

 

 



二、訪談人物:曹祥生 73歲 

    祥生叔您好，我是玉雯有幾件事情想請教你，首先想問一下我們青帆村的

歷史故事，就你所知道的部分告訴我喔!我會做成紀錄好嗎? 

曹祥生: 

    好的! 

陳玉雯: 

    祥生叔叔!想請問一下有關於我們青帆村這邊的歷史，我 

    們莒光鄉的由來是怎麼來的呢? 

曹祥生: 

    我們莒光鄉早期東西莒是屬於梅花鎮的，我們東西莒是 

    一個縣，最早期以前叫白肯鄉還來改白犬鄉，我們莒光 

    鄉是屬於長樂縣，是屬於一個縣，我們的鄉是屬於東犬 

    鄉和西犬鄉有兩個加起來叫白犬鄉，民國 45年長樂縣和 

    連江縣合併，變成一個長樂縣，民國 61年的時候白肯鄉 

    改為莒光鄉，那我們早期青帆村叫青蕃村也是在民國 61 

    年的時候改成青帆村，是屬於梅花鎮在管轄的，早期這 

    個地方是一個魚寮是一個鹽倉，是漁民休憩的地方，也 

    是政府辦理的鹽倉，滿清的時候打得魚醃製後送到大陸 

    去賣。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我們以前西莒住了多少人嗎? 

曹祥生: 

    最早期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們這邊居民大概有 2700 

    多人，東西莒加起來大概這麼多，後來阿兵哥進駐大概 

    就有一萬多人左右，以前去台灣是受管制的不能夠隨便 

    進出的!大陸也不能進來，我們這邊也不能出去，所以那 

    時候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人口是最多的時候。 

陳玉雯: 

    包括阿兵哥嗎? 

曹祥生: 

    包括阿兵哥，以前我們辦理通行證像我高中的時候要三 

   個半月的時間拿到台灣去辦理要經過警備總部核准才會下 

   來，以前我們戰地政務時期辦理證件都要經過台灣，如果 

   急件的話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申請下來，後來辦理證件三 

   天就可以下來了，後來辦理證件越來越方便了，人口也大 

   量的外移去了，大概也是在民國六十幾年之後了。 

陳玉雯: 



    祥生叔!那我們光是青帆地區這邊有多少人知道嗎? 

曹祥生: 

   最早期大概八九百個人左右，後來國軍進駐光是青帆村周 

   邊這邊一大範圍就有七八千人左右了，再加上這個島上其 

   他聚落的人大概也有一萬多人生活在島上，以前山海一家 

   也不叫山海一家以前是海堡部隊的師令部所在地，下方碼 

   頭那邊指揮部，師令部管理東西莒這邊的海堡部隊，指揮 

   部是管理西莒這邊的指揮所，民國 42年 9月 26日那天的 

   時候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海堡部隊調到金門去了，因為 

   那時候我們是海堡部隊的軍眷，我祖母是海堡度隊的軍眷， 

   所以部隊去哪裡我們都跟著去哪裡，像之前我們有一起去 

   金門的都要跟去，後來我大伯退休之後我們就定居在這裡 

   了。 

陳玉雯: 

    海堡部隊和國軍部隊誰先到的呢? 

曹祥生: 

    海堡部隊先來這邊的，那時候海堡部隊有 4千多人在這 

    裡，後來到金門去我那時候五六歲而已，後來國軍部隊 

    才來這裡。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海堡部隊當初來這裡做了什麼事情嗎?是 

    蒐集情報嗎? 

曹祥生: 

    不是的!他是游擊隊，他最主要是協助國軍撤退。 

陳玉雯: 

    後來海堡部隊和國軍部隊就整併了嗎? 

曹祥生: 

    沒有!海堡部隊後來調到金門去了，在民國 42年 9月 26 

    日，後來國軍部隊進來。 

陳玉雯: 

    知道國軍部隊有多人人嗎? 

曹祥生: 

    大概有 1800多人有一個團的兵力，東西莒 1800多人， 

    海堡部隊四千多人，後來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才有比較 

    多的人進來，剛開始都是輕武器進來後來才有重裝部隊 

    進來了。 

陳玉雯: 

    那我們西方公司呢? 



曹祥生: 

    西方公司大概是民國 41年的時候進來，是美軍西方公司 

    蒐集沿海一帶的情報，就是目前美國 CIA的前身，我記 

    得我小時候都會跑到上面去玩，也會去撿那個電池玩， 

    那邊有一個電台。 

陳玉雯: 

    你知道有有少人嗎?有 100多人嗎? 

曹祥生: 

    沒有多少人，大概幾十個人左右，他們最主要就是收集 

    情報。 

陳玉雯: 

    所以東海部隊和西方公司那時候是同時存在在我們這各 

    島上嗎? 

曹祥生: 

    那時候在海堡部隊的司令部上面，西方公司它們自己有 

    一個單位，他們用水是從劉宜台做豆腐那邊遷過來的， 

    喝的水是他們自己的飛機過來運補，那時候我們這裡也 

    常常有藍天鵝海上飛機飛到我們這邊做運補物資項民生 

    用品蒸餾水、啤酒等，藍天鵝就是我們現在遠東航空公 

    司的前身，後來有美軍顧問團來沒有來到我們這裡是在 

    南竿那裏。西方公司的設立以公司行號設立事實上事實 

    上是情報單位。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我們這裡為什麼叫小香港嗎? 

曹祥生: 

    這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國共還沒有內 

    戰，閩江口這邊很多的外國船隻進出，從香港來的船隻 

    還有各國的船隻都在我們這個海域等待漲潮的時候進入， 

    退潮的時候沒有辦法進去，所以很多的外國船隻都會講 

    舶來品、香水、香菸、中藥材之類的，所以南竿島嶼的 

    百姓買中藥藥材都要到我們這個島來批發，以前這個地 

    方是馬祖地區最熱鬧的地方了，我們這邊很多的鄉親都 

    搬到南竿去發展。 

陳玉雯: 

    以前祥生叔在這邊讀吳航國小嗎? 

曹祥生: 

    以前這邊最早期是中興國小然後改成吳航國小，只有國 

    小初中要到南竿去讀，我以前就是這樣的，後來改成敬 



    恆國中小在民國 57年的時候，我們以前公務員的薪水才 

    500多元，念書的時候學費就要 800多元，所以很多人都 

    讀不起就沒有去讀了。我民國 61年回來這邊工作，當時 

    薪水是 3,260元，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的國民所得是四 

    百多塊錢美金，後來國軍來了之後我們這邊的百姓生活 

    也提升了很多，賺錢的機會也多了點。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我們這邊青帆村有發生過大火嗎? 

曹祥生: 

    發生過好幾次喔!記得一次在半嶺那邊，然後這邊陳順壽 

    家過去那邊也發生過兩次大火。 

陳玉雯: 

    你記得在哪一年嗎? 

曹祥生: 

    我記得在 51年的冬天，像陳順壽那邊幾排的連棟房子都 

    是我們國軍弟兄協助幫忙蓋的國宅，百姓用貸款的方式 

    慢慢還清。 

陳玉雯: 

    另外祥生叔你知道我們青帆村市場這一棟大樓是甚麼時 

    候蓋的嗎? 

曹祥生: 

    這一棟大樓是民國 60年拆除，65年底完工的，當時的師 

  長羅本立由工兵連一整個連隊的國軍弟兄協助幫忙蓋的。 

  當時這些店面要用抽籤的方式來處理，當時有 48戶在抽 

  籤，如果抽到了就在這邊做生意了，沒有抽到了就往台 

  灣搬家了。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我們早期的敬恆國中小學生有多少人嗎? 

曹祥生: 

    那個時候很多人喔!敬恆國中小大都有 250人左右,更早 

  期以前沒有那麼多人，以前讀書風氣沒有那麼盛行，很 

  多人都沒有讀書，後來有鼓勵讀書人才越來越多了，有 

  時候一班級都有兩個班級以上。 

陳玉雯： 

  祥生叔！你知道我們青帆泉的由來嗎？ 

曹祥生： 

  青帆泉一直都有存在的，在小香港時代、東海部隊時代、 

  國軍弟兄進駐我們的青帆泉都有在那兒，以前那口井可 



  以供應七八千人的飲水，那口井早期居民集資三塊五塊 

  把周邊整修乾淨，現在那個井上面還有刻字，早期叫青 

  蕃泉，以前泉水只能用挑的不能用抽水的方式，居民都 

  有共識。 

陳玉雯： 

  謝謝祥生叔這麼詳細的敘述，我們訪談到此結束！ 

 

 

 

 

 

 

 

 

 

 

 

 

 

 

 

 

 

 

 

 

 

 

 

 

 

 

 

 

 

 

 

 



三、訪談人物:曹德水 93歲 

    依拔你好，我是玉雯有幾件事情想請教你，首先想問一下依拔你的新生理

髮店的店名是自己取的嗎? 

曹德水: 

    是的! 

陳玉雯: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呢? 

曹德水: 

    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就是覺得很好聽，我自己取的名字。 

陳玉雯: 

    新生理髮店有開幾年了嗎? 

曹德水: 

    我從民國 38年年底 10月大陸出來，39年大陸 

    就不通了，共產黨就不通了。 

陳玉雯: 

    依拔你是跟部隊一起出來的嗎? 

曹德水: 

    我以前是住在金鋒鎮上，我學徒也是在金鋒學 

    的，現在大陸都沒有親人了。 

陳玉雯: 

    依拔!很就沒有看到你了，有空回莒光走一走喔! 

    另外我想再問依拔，你知道我們青帆村以前有住 

    多少人嗎? 

曹德水 : 

 

    住多少人我們以前不會去估計，但只知道住很多 

    人，滿街都是人，以前東海部隊也在這裡(西 

    莒)。我以前也是東海部隊的。 

陳玉雯: 

    你以前也在東海部隊是幫人家剪頭髮嗎? 

曹德水: 

    對!我以前是理髮兵。 

陳玉雯: 

    你以前在東海部隊當兵有領薪水嗎? 

曹德水: 

    以前東海部隊很窮，沒有領到多少錢? 

陳玉雯: 



    記得大概領多少嗎? 

曹德水: 

    不記得了，已經 70幾年了，二十幾歲的時候出來，現在都九十幾歲了。 

陳玉雯: 

    依拔!你知道東海部隊出來以後有打過戰嗎? 

曹德水: 

    沒有打過戰了 

陳玉雯: 

    依拔!你知道我們青帆村的水井怎麼來的嗎? 

曹德水: 

    青帆的水井原來就都是靠這個水井吃這水，東海 

    部隊也是吃這個水井的水，這個水井的水很好， 

    每個村都有水井，下田沃、田沃都有水井。 

陳玉雯: 

     依拔!你知道海堡部隊之前還有甚麼軍隊在這裡 

     嗎? 

曹德水: 

     好像是國軍部隊在這裡 。 

陳玉雯: 

     依拔!你有聽說過西莒有海盜嗎? 

曹德水: 

    以前是有聽說過，但是我是沒有看過。 

陳玉雯: 

    以前有聽過西方公司嗎? 

曹德水: 

    有!以前都是外國人在這裡，就是現在的山海一 

    家，我還有上去剪頭髮，以前還有水上飛機來這 

    裡，一個禮拜來一次，他們吃的水還東西都是台 

    灣過來。 

陳玉雯: 

    以前這裡很熱鬧喔! 

曹德水: 

    對!真的很熱鬧，以前還有香港船來這邊，買了 

    東西運到這邊來也有這邊買了東西回去，以前這 

    裡就叫小香港。 

陳玉雯: 

    小香港是東海部隊來之前還是之後叫小香港呢? 

曹德水: 



    是東海部隊來之後叫小香港，為什麼叫小香港 

    呢?因為香港的船有來這邊還有香港的貨也到這 

    邊來賣毛線毛衣還有罐頭很多東西都拿來這邊 

    賣。 

陳玉雯: 

    為什麼香港船會來我們這麼小的島嶼呢? 

曹德水: 

   這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們這邊有買很多香菸、 

   罐頭毛衣毛線啦這些東西。 

陳玉雯: 

    依拔你知道我們青帆村有發生過大火嗎? 

曹德水: 

    有!發生過好幾次了。 

陳玉雯: 

    大火之後有沒有很多人都搬到台灣去了呢? 

曹德水: 

    有喔!以前去台灣沒有辦法，後來可以去台灣了 

    就都搬到台灣去了，幾年幾年我是記不起來了， 

    以前我們這邊地方這麼小也很難求生活，可以去 

    台灣了大家很多人都搬去了。我只記得自己幾年 

    出來了，我自己 39年出來這裡，後來就不能走 

    了。那時候才 22歲。 

陳玉雯: 

    依拔!你出來的時候有結婚嗎? 

曹德水: 

    沒有!我 22歲出來 28歲才結婚，很晚才結婚! 

陳玉雯: 

    依拔!你知道吳航國小嗎? 

曹德水: 

    知道!吳航國小是我們大陸長樂縣的吳航國小， 

    是從大陸出來的，以前人很多，後來改成敬恆國 

    中又把吳航國小改成敬恆國小。 

陳玉雯: 

    依拔!你記性很好喔! 

曹德水: 

    現在記性點差了，很多事情也會記不起來，以前 

    的事情都還記得。 

陳玉雯: 



    依拔!我想問一下我外公外婆是住在你們家旁 

    家，他以前也是海堡部隊的嗎? 

曹德水: 

    他不是!他以前就一直住在這個島上，他是打魚 

    的，打到的魚就拿到梅花島上面去賣，換一些米 

    和菜出來。 

陳玉雯: 

    那以前外婆也是大陸出來的嗎? 

曹德水: 

    對!你外婆以前也是大陸娶過來了! 

陳玉雯: 

    以前西莒這邊生意很好喔! 

曹德水: 

    以前海堡部隊的時候人很多，後來海堡部隊走 

    了，國軍部隊又來了很多人，所以我們以前都是 

    靠阿兵哥生活。 

陳玉雯: 

    現在阿兵哥少了，生意也不好做了，現在就靠觀 

    光客了。 

曹德水: 

    觀光客也不好做，我們這邊不好做，東莒那邊還 

    可以。 

陳玉雯: 

    嗯!所以我們現在要努力，看西莒這邊有沒有甚 

    麼特色以及故事講給大家聽，讓大家來我們這邊 

    玩。依拔!謝謝你，今天就問到這裡! 

 

 

 

 

 

 

 

 

 

 

 

 



四、訪談人物:陳順壽 

陳玉雯：秘書，想請問一下有關青帆以前早期東海部隊什麼時候派駐近來？派

駐過程？ 

陳順壽：東海部隊民國 38年國共內戰東海部隊授命國軍轉進，在福州的外港—

涪江島，成立一個游擊地，街訪西莒房屋，莒光這邊的房屋由東海部隊來接

管，東海部隊接管時，在大陸沿岸還有幾個小道還滯留兵力。 

陳玉雯：那時候大陸淪陷了嗎？ 

陳順壽：38年淪陷了，淪陷以後才派駐軍隊到這裡，東海部隊 38年到這邊，

39年韓戰爆發，美國西方公司進駐西莒，目的是蒐集對案情資，東海部隊地下

游擊隊，本身武力較欠缺 

陳玉雯：東海部隊跟西方公司之前還有部隊進駐在這裡嗎?是不是有一個和平救

國軍? 

陳順壽：沒有！和平救國軍的番號就是東海部隊先前的番號 

陳玉雯：所以和平救國軍就是東海部隊? 

陳順壽：對 

陳玉雯：那跟海盜有關係嗎?東海部隊之前這邊有軍隊駐守嗎? 

陳順壽：沒有，38年之前沒有軍隊駐守，只有當地居民居住 

陳玉雯：之前有海盜在這裡嗎? 

陳順壽：聽老一輩的說，沿岸會有一些海盜來搶劫，但島上倒沒有住海盜，聽

說因為東海部隊駐守物資欠缺，也有在從事海盜搶劫。 

陳玉雯：私下，東海部隊食糧不夠 

陳順壽：所以東海部隊又有人叫海盜部隊 

陳玉雯：因為政府給他的薪糧太少了 

陳順壽：等於說同島一命，這個島上除了他自己的兵源以外，住在這邊的人生

活飲食，大家都是生命共同體，沒有分誰跟誰，所以說兵源會變成這麼多的原

因。 

陳玉雯：青帆村以前有多少人口？ 

陳順壽：光是青帆村人口大概千把人，上千人！ 

陳玉雯：那時候應該是國共戰爭，大陸淪陷後人比較多嗎？ 

陳順壽：對，大陸淪陷以後，人都遷入到這裡來 

陳玉雯：那大量移民的時候大概是什麼時候？ 

陳順壽：第一波移民的時候是民國 42年東海部隊裁撤，部分兵源撥到金門部

隊，另一部分在當地就地結家，另外一部分大陸流亡出來的移民到台灣；第二

波移民是在民國 60年，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因為馬祖這邊的海島是靠天吃

飯，在離島是靠海，捕魚是季節性的，魚滿的時候，賣不出去，漁筏不先進，

魚類非常的多，但現在漁筏先進，漁網一下去，魚一下子就被捕光。 

陳玉雯：所以這兩次是人口大量移出去的時候? 



陳順壽：民國 60年那時候剛好民治有一點開放，然後新生代的孩子面臨升學就

業的問題，到台灣去，台灣工廠裡面讓一些家庭裡無從工作的婦女有工作做，

他們到台灣後，變成我上班就有錢賺，一家五六口到台灣去，孩子念書，媽媽

在工廠上班，又可以賺到錢，可以維持生計，一個帶一個，就移民到台灣去

了。民國 60年，這算是第二波移民，第二波移民後就沒有第三波了，因為第二

波移民出去在台灣落地生根後，陸續一些就自然遷處去了，孩子大了到台灣讀

大學，大學念完就在台灣工作！ 

陳玉雯：那小香港是怎麼來的呢?  

陳順壽：小香港的典故跟西方公司沒有任何關係。西方公司才幾個洋人在這

裡，不是常駐在這裡，他們是進進出出的，而且就算是常駐在這裡，也才三十

幾個人，能造就地方的經濟榮景嗎？小香港是以前福州往南的船隻，都必須錨

泊在青帆港，為什麼要錨泊在青帆港呢？因為早期的船隻的機械設備不像現在

這麼先進，而往南的航線有廈門、廣州、香港、台北這些線的船隻是往南走

的，剛好西莒青帆港，就在閩江口外，他所有的船隻要進閩江口的，要進福州

馬尾港的，都必須錨泊在青帆港等潮水，等漲潮海水往內河流，順著潮流船隻

就可以進去，退潮的時候，內河的水往海口宣洩，船隻就不容易進去，於是就

停留在青帆港，停留的時候當地的住民就會跟他們做物物交換，以物易物，我

們用新鮮的魚類貝類、生活用水，換一些他們的民生物資，早期最大宗上來

的，過去抽菸的人很多，洋菸、火柴生活的必需品，拿上來以後除了自己用，

也會拿去賣，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個市集，專門賣一些舶來品，到了民國 38

年，大陸淪陷以後，這邊進出動線的管制，反共救國軍來的時候，東海部隊自

己的船隻專門跑去香港直接採購，所以小香港的榮景到民國 42年以後，他們退

掉以後，國軍進駐以後，等於是戒嚴的狀態，所有對外的就斷了！ 

陳玉雯：所以早期小香港，是東海部隊還沒來時就已經有了，東海部隊來之後

就更繁榮。 

陳順壽：東海部隊他用自己的船隻去採購，所以以前青帆街上還有洋行。 

陳玉雯：那跟木造房有什麼關係嗎? 

陳順壽：據他們講說，是有一年大陸水災，飄來了很多木頭，當地居民撿了很

多，撿了之後就去蓋。 

陳玉雯：所以跟人口流動沒有關係？ 

陳順壽：對，沒有關係！以前不到兩坪大的房子，住了五六個人，住了一家

子，所有生活起居都在裡面，最明顯的是市場的那一家，樓上上去睡覺，樓下

灶、餐廳什麼都在裡面。 

陳玉雯：那你知道吳航國小最早是什麼時候建的嗎？還有他的歷史背景？ 

陳順壽：吳航國小的歷史背景我就不清楚了，那我念書的時候第十七屆，民國

53年進去，17減 6是 11，等於是 42年建的吳航國小，後來到了民國 57年實

施九年國民一貫教育改成敬恆國中小。 

陳玉雯：那秘書你知道青帆泉是有這個島就有了，還是？ 



陳順壽：青帆泉可以考證的就是當時那邊有一個自己挖的土井，大概民國 40年

代，農發會這類的人補助井堤，把井作整修，把青帆泉給蓋起來，青帆泉的水

質冬暖夏涼，非常棒，水勢維持生命重要的元素，當時青帆幾千人，沒有水怎

麼活。 

陳玉雯：所以那口青帆泉可以供應幾千人？ 

陳順壽：我知道的大概最少就兩千人，過去除了當地居民，部隊也使用這口井

水。 

陳玉雯：部隊也是用這個井嗎？ 

陳順壽：部隊也來這邊挑啊，田奧的井都被部隊分掉，光是集用場對   

        面那口井，才那麼小，部隊所有的都控制在裡面，阿兵哥所 

       有的水車都在那邊載水，青帆泉最少供應兩千人。 

陳玉雯：早期這個島上有多少人？ 

陳順壽：西莒部隊人數大概一千五，西莒五個營，一個營下面四個連， 

        大約 20個連，一個連以 100人算，總共大約 2000人，居民 

        那約 1500，最少估計島上有 3500~4000人。 

陳玉雯：那你知道青帆村這個命名是怎麼來的嗎？ 

陳順壽：以前是叫青蕃，蕃的畫是外人的稱呼，當時經國先生把白犬改為莒

光，把蕃改為帆船的帆，主要是因為名字不好聽，像是在後山有一個澳口，叫

嘮叨澳，但軍方覺得這個民字不好聽，不就是討人厭嗎，所以就改成樂道澳。 

陳玉雯：好的，秘書謝謝！那今天訪談就到這裡。 

 

 

 

 

 

 

 

 

 

 

 

 

 

 

 

 

 

 



田沃村訪談紀錄 

一、訪談人物:陳樂團 

據陳樂團先生回憶道，西莒島電力供應從民國 60年開始有自己的發電機，到了

民國 68年左右開始有全島供電，一開始的電力供應來自當初建成的電影院，島

上幾家居民也開始合資購入發電機，據說電影院當時電力僅供應至晚上九點電

影院散場的時候，而後來蕤著各家戶陸續購入發電機，穩定的電力供應提供島

上居民做生意與應對民生需求，位於我們田沃老家（即當時的華南商行）據說

是田沃村第一台電視的購入電家，發電機也是獨資購入。 

 

第一台電視機大約是民國 67年前後購入，訊號源由架在 204觀測所下方，經由

阿兵哥允許牽電纜，當時電纜長度驚人，據樂團先生回憶道當時還須時常用掃

把搖晃天線，每次的大風過後訊號務不穩定都要搖，發電機的引入主要帶來冰

箱電視跟抽水馬達的應用，在電力來之前水主要靠人一桶一桶挑至目的地，夏

天有電風扇可用，民國 68年左右東邊山當時住 1~200人，自電力引入，甚至有

人開撞球檯，除建當時生活改變之大。 

 

85高地距離村莊距離很近，陣地要塞形成大約民國 60年前後，在其還沒建成

前僅是山坡上的土丘，經由當時的士兵全部挖掉後，做好鋼筋水泥防禦工事後

再覆土，碉堡主要都是駐守步兵，空軍陣地在更上面設有防空高砲跟四管五零

機槍互相支援，據先生回憶道，在要塞建造過程中有曾經參觀過，細節隨時間

逐漸淡去，士兵在連部還沒蓋時都駐紮在裡面，據消息稱至少一個陸軍連隊駐

守，05據點也有一個連隊，隨然聽起來人數眾多，但據說 85高地算二線部隊 

幾乎沒有參加過重大戰役，值得一提的是在附近至古井一帶，有挖到類似玉的

礦石，質地鬆散，據說可能是煤礦，後由村民雕成獅子或戒指。 

 

民國 58~59年發生 85高地 42砲長老士官志願役，曾因單戀女子開槍打死人，

駐地在米倉下方。戰地政務時期差異比較大的事情莫過於民國 75~76年人口開

始大量外移，原因在於工作缺少、人口老化等問題舉家遷移，當時年輕一輩人

比起在馬祖更偏向透過介紹在台灣工廠上班，大部分都是桃園的加工廠、裁

縫、石綿、小吃等等，沒有不良紀錄就可以前去工作，因此眾多民眾趨之若

鶩，渴望改善生活品質。在更早以前，民國 50~60年也曾有零星遷移，到民國

65年遷移至大陸工作嚴重，原因在於軍方高壓管理導致，民眾結伴遷往大陸地

區以求互相照顧。 

 

電影院在建時約莫民國 56至 57年，阿公（陳樂團先生）結婚典禮即在那裏當

時民國 58年，由此可知電影院在民國 58年就有了，據說民國 65年電影就開始



撥放，當時指揮官上校，成立當時部隊很多，58~59年前後，帶動經濟發展，

包括澡堂等設施，因為當時軍方缺水洗澡無法保障，民眾自己挖井做為水源，

靠抽水馬達運作，可以說這個村莊因為電影院成立。最早的雜貨店，據說沒有

招牌僅是隨便取的名字，叫陳金窗，住家在民眾林滿動住處隔壁，店開在田沃

分校舊址，第二家即為華南商行，開張時間差不多，因為當時人潮開始成長，

村內大約在民國 59~60年前後陸續開起店面，貨物當時來源還需要由基隆靠關

係帶入。 

 

自衛隊當時在三個村都有，男生、女生年滿 16已婚未婚都可參與，每年 7至 8

月和過年前後會開始訓練，一次據說為期十天，為夏訓和冬訓，民國 65年前

後，民宅會持有自衛隊配付的槍枝，但是子彈由島上行政單位統一管理，後隨

者人口減少造成編制不合理，槍枝因此逐漸歸還，各島教官來源不一樣，教官

有時候來自南竿自衛總隊，當時服役訓練強制參加不能缺席，且一定要通過防

疫才能出海， 

 

阿公（即陳樂團先生）在擔任公務人員時，自衛隊編組跟一般人的差別，主要

體現在公務員負責文書造冊，而自衛隊負責日常訓練，西島當時預估曾有 1500

人數值不確定，另一個說法是預估一個師大約 5~6000人，阿公在 58年 12月結

婚，當時生活以種菜為主，田沃村僅有下田沃地區有捕魚，據說叔公當時是船

員，農業主要就是種菜賣給阿兵哥，範圍主要是 14哨據點，據說在其附近的

12哨據點甚至埋有地雷。 

 

在電影院尚未建成前，村民當時娛樂主要是打麻將等活動，戰地政務時期會挨

家挨戶查抓，抓到即罰勞務，戰地政務結束，有電影院商業模式才開始賺變為

做生意，在這之前僅有雜貨餐廳等，有電影院後多了澡堂、撞球檯等，起初阿

兵哥很少進村莊因為會超過時間，後來電影院停留時間放寬，最早五靈公一戶

已有撞球檯，據回憶老闆至民國 50年左右還留在村內，第二家撞球台即是村民

陳美中爸爸開張，再來就是村民林玉軟、林滿康上校他們家陸續開張，據說從

田沃村 33號開始，陳其華外婆家與下田沃周美容家也曾開過，第一家雜貨店就

是電影院之後陳樂黃在老家開雜貨在古井對面，據說榮順最裡面那間有小路，

曾有未爆彈爆炸也是在那，林滿康福營商店美鍾家對面，民眾陳貽彬岳父家，

標記商店和我們家華南商行和小美冰菓店，再來才是建興商店，這些情景約莫

發生在民國 56年，當時補貨要從南竿。據樂團先生回憶當時島上製冰廠最早在

青帆村教會那一帶，產量不足以讓全島使用，僅提供部分製冰原料，據老先生

說當時因為電影院的營運最繁榮的地區還是在田沃村，當時約莫晚間 5:30開

始，士兵陸續帶隊製電影院周遭，電影播放大約是在晚間 6:30進行，電影院座

位約為 200人，村內依次帶隊大概 50~60人，百姓會買黃牛票，因為當時的票

優先供應給士兵與官員，據說站票雖有但不多，住阿國與蕭大哥廟那一代陳玉



梅老先生就會賣站票，值得一提的就是老先生還持有島上唯二的石臼之一，另

一個在青帆，都是由祖先留下槌稻穀，當時民眾林滿心在靶場種水稻，但是產

量不明，不願透露。 

 

淺談菜圃澳碼頭在軍事防禦、交通運輸、紫菜區跟菜圃澳關係，因為外面有兩

塊紫菜區因此得名，並有一間大王廟，據說以前民國 45年去採紫菜與打魚不須

經過軍人同意，但後來有採蚵證，05據點有一個連，1~9哨都是其同一防禦地

區，據稱每一個連平均有 120 130人。 

 

據陳樂團先生回憶，當時民國 52年離開西莒到北竿大邱當村幹事，54年交接

時，不幸遇上戰地政務西邱副村長自殺。 

 

據說大約在民國 60年鎮海橋落成，公務員一年可以到台灣的機會很少，夏天需

到菜圃澳搭船至南竿，那座橋尚未建成之前，需到 03走道 05走陡坡趁退潮至

海床在上小碼頭，村民物資運補當時會先運到 5哨，車子無法通行只能到 3

哨，阿兵哥幫忙載要 200元，大菜圃與小菜圃在很久以前 4村莊，由有拜拜的

村子輪流採收，不能自己上去，詮釋地區對宗教尊敬，農曆 11月約為國立

12~1月開始採收，大概採集兩天結束，為冬菜，年後採收為春菜，採完直接祭

拜分裝，祭拜的其他東西視為擺暝經費來源。 

 

田沃東北面靶場位置以前叫打鐵尾，當時並沒有村落規模，大約一兩戶，只是

一個地名有人住而已，大部分時間當魚寮而已，魚寮由稻草蓋，魚寮持有人都

在別地有住處，38年前後狀況不明，國軍來後徵用為靶場，名稱由來也不明。 

 

據老先生表示，島上最早的交易市場在青帆村，沒有聽說過民國 38前有其他市

集，在民國 52當北竿大坵村幹事時，田沃設有分校即吳航國小，下田沃聽說有

魚寮在蕭大哥廟前方，沒有簡易市場，只有魚貨集散地，據說當時土地流失很

嚴重。早期田沃村是務農比較多，民國 38年前後開始產魚露，主要是因為魚貨

不新鮮，便被當成魚露的原料，自家產製且沒有商號，都是類似丁香魚的魚種

製成，當時四個村都有做魚露跟做老酒一樣，民國 38年前後村內開始釀老酒，

當時不合法，雖然當時行政單位都會查緝不合理的蒸糯米飯，但是始終都有人

偷偷摸摸製作，民國大概 65年左右為私釀老酒的巔峰，差不多同是島上兵力巔

峰。 

 

田沃港 15、12號陣地，源自於民國 57至 58年北海坑道專案計畫，當時東島有

戰車排西島沒有，東島當時戰車駐守在大坪路口上，原本評估要挖坑道由 15哨

即東海坑道入口至後山 3哨油庫即出口，當時執行計畫的時候主要為工兵連執

行番號不明，15哨開挖不不久因土質探勘有誤死了 5~6個人員，因次作罷，當



時用坑道挖的部分土石填敬恆國小的籃球場土質流失，電信局那一帶據說全是

用 15的石頭填出來。 

 

陳婉芬在村莊時期很活潑，那時還是戰地政務時期，出生在紅樓那戶人家，老

家做裁縫在民眾陳樂涼住處那棟木頭搭建的民宅，跟陳樂涼那戶總共 3戶人，

家裡同時也有種菜，連排泄物都要收集去施肥，民國 47年，那時陳婉芬大概小

學，那時吳行國小田沃有分班，小美冰店一帶是吳航國民小學田沃分班 1~4年

級，當時主要怕學生年紀過小颳風下雨有安全疑慮，據先生回憶，當時沒有空

襲，到民國 60幾年才開始頻率升高，陳婉芬去青帆村就讀 5~6年級時，委託政

戰部門政戰主任秘書長段春理，這在當時是除司另外第二大官員的關係協助，

去南竿初中留級一年 4年畢業即第 5屆初中畢業生，阿公第 4屆比阿公早進晚

出，後先進縣長部門國民黨黨工從事文書工作薪水 7~800後畢業於台東師範學

校，返回南竿教書，期間表現外向展現出驚人的社交能力，為日後的成就打架

基礎。 

 

 

 

 

 

 

 

 

 

 

 

 

 

 

 

 

 

 

 

 

 

 

 

 



二 、訪談人物:陳道宇 

據陳道宇先生說道，他出生於民國 30年 5月 26日，而當時民國三十年台灣尚

未光復，我們莒光田沃這邊總人口就已達最少大約 4~500人，大約在民國 40幾

年左右光民防與婦女隊就 100~200人，就道宇先生回憶道，民國 40~60年有聽

說當時軍方要反攻大陸因此當時東西莒駐軍總數來到 2~3萬，其中早期西莒的

總兵力比東莒兵力多不少。 

 

西莒在民國 38年前，當時最重要的交易市場在青番村（即如今的青帆村），且

當時並沒有市場位於下田沃地區，據老先生說道田沃村民早期以補魚和農作維

生，其中又以補魚為主要收入來源，當時若補到雜魚或蝦會倒掉或賤賣，後來

部分人家開始制作魚露，卻不是每家都有作，原因是大部分魚貨都拿來做鹹魚 

，會成為魚露的原料都已是不新鮮的魚，同時各家戶也有製作老酒，但是大多

都自己使用於宴會，僅有少數用於販售。 

 

民國 38年前後部隊規模龐大，據老先生回憶每年自衛隊都在西邱本部連旁邊幹

訓班或砲陣地訓練，當時規定 17歲入預備隊，18即正式加入自衛隊，槍枝的

彈藥由村公所統一管理，且槍枝以使用狀況分為一個月到數月保養一次，大約

民國 40幾年，田沃港 15哨一帶，聽說那時為了打仗開挖坑道，清帆水道後面

也有相關工程，據說開挖過程死了很多個士兵。民國 34~35年村莊相傳大陸部

隊長出沒抓海盜，老先生聽說那些並非海盜而是日本民兵，被抓後下場不明，

而學校的棺材可能是大陸老兵或阿兵哥。北海坑道及蕭煌爺廟一帶，當時大都

是步兵開挖，並由工兵負責爆破工作，軍方當時封鎖消息死傷人數因此不明。 

 

田沃村電影院是民國 58年剪綵，約民國 56~57年前後開始建造，電影院落成且

營運前後，村民從打魚、種菜開始部分轉為從事商業活動，商店類型主要順應

阿兵哥需求開設，例如：鄉村澡堂、龍全浴室等，最早的雜貨店是一位老婆婆

開，店名不確定，據老先生說道，當時雜貨店眾多，民眾陳道傑、林滿鄭跟華

南商行等都在開雜貨店，時間點差不多都是阿兵哥頻繁活動於田沃電影院時，

另外，隨著電影院設立，開始由發電機電力供應的時候大約民國 57~58年，全

島供應電力民國 65~68年還是使用發電機全島供電時間點可能還要往後推延，

道宇先生說道，電影在當時約晚間 7~8點開始播映，大約 7點左右阿兵哥陸續

帶隊進場，且大約晚間 9點至 9點半散場，當時最多時候滿座超過 300人，也

因此百姓大多只能買站票，阿兵哥當時來田沃村不只為了看電影也會進村莊消

費，民國 58到民國 70~80年改變當地生活品質，田沃村第一台電視據說是華南

商行購入，相關家電也隨著村子的逐漸繁榮而購入。 

 

當時自衛隊以村莊編制，村莊內村長帶領自衛隊，且由正規軍阿兵哥士官長任



副隊長，自衛隊編組不管男女均是 17歲進預備隊 18歲進自衛隊，當時田沃村

編制超過 30人，據說生育小孩可以不必服兵役，曾有人為了逃兵役早早結婚。 

 

據道宇先生回憶道，陳婉芬女士本來在民眾陳樂梁房子最左邊小房子從事裁縫

之類工作，但不包含洗衣服，由於陳婉芬女士年紀比道宇先生小，因此小時後

沒什麼接觸，當時在田沃分校，村莊約 400~500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交流，因

為人數太多。 

 

大約在民國 40~50年前後位於西莒島東北面菜圃澳，當時開始為防禦挖坑道駐

守，時間約莫是第一批阿兵哥至島上就開始籌備，夏天為了躲避風浪都會從那

邊出海。另外約莫民國 60年前後如今的鎮海橋落成，村民在通行上更加方便，

村民走路去那邊主要去海邊採集海產，平常漁民小漁船也會停泊在那邊，風雨

大時甚至所有漁船都會在那躲避，貨輪進來均會以東西莒那種小船接駁，據說

菜圃澳分大菜圃與小菜圃，每年過年前後 12月份左右採紫菜稱為冬菜，年後回

暖採集的紫菜為春菜，村民採集海產須跟阿兵哥查驗身分證，出港會跟村辦公

室打條子，現在垃圾場附近位置有諸多據點，每個據點至少一個排約莫幾十個

人，由此可推算菜圃澳一帶駐軍曾有 200人以上。 

 

如今靶場一帶在當年被稱為打鐵尾，沒有長時間住人，名稱由長輩傳下來，原

因不明，此外，道宇先生表示，沒有聽說過因靶場村民被迫遷村，到那主要都

是去撿螺或採集海產。 

 

85高地大約是在民國 50年~60年前後開始修建，以前是軍隊連部，在高地更上

面的陣地有空軍防空砲駐守，駐軍人數不明。 

 

民國 60幾至 70年全島開始供電，各家戶陸續購入家電，電力帶來接收新訊息

的便利，一部分人因此選擇回台灣工作，另一批人由於習慣當地選擇留下打魚

種田，春天與 8~10月夏天補魚旺季，漁獲多樣例如：命魚、百麗魚、貴魚等魚

貨眾多，與今日差異甚遠。 

 

在阿伯的回憶阿兵哥駐守以來最大的事，就是砲長槍斃女子在天后宮，據回憶

約莫發生在民國 50~60年，處置不明可能猜測可能沒有處決，駐地在 205陣地

更上面的榴炮陣地。 

 

吳航分校當時學生至少幾十個，所有小朋友念到小學 3~4年級就會改去青帆就

讀。 

在當時的村民認知田沃不包括三家村，40年前曾經老百姓跟阿兵哥住一起可能

是因為營區尚未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