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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卯澳梯田                     守護極東小組  黃眉茜 

    臺灣人一向以米為主食，種稻也成了國人飲食文化重要的一環，即使卯澳是

一個漁村，還是利用了可耕之地，多少種稻，當中我外公就是代表之一。 

種稻對卯澳這地方，雖然經歷多少代先人辛勤耕作，但這還是敵不過先天環

境不良、後天失調，如今成了絕響，令人惋惜。所謂先天環境不良，是指氣候不

利種植，地形無法克服，水源取得不容易，卯澳氣候不好一年只能收成一次，稻

米收成的比例也相對較低，另外因諶家的農田位於隆隆山半山腰，所以外公以前

每天要去農田工作的時候都要走半小時左右才能開始工作，卯澳的稻田大多為引

水灌溉，冬天的時候還要去深山裡引水，讓水道隨時保持有水，每天都得去巡邏

水道，才能讓水順利流進農田。而後天失調是指耕作無法擴充，加上敵部過中南

部的兩參期種植，經濟效益不如人，只能休耕。 

聽舅舅們提起小時候，小朋友們也要一起去田裡幫忙，因為鐮刀只能讓大人 
     

提到“海”我們會聯想到什麼？

我問了很多身邊的親朋好友，答案很

多：藍色的、鹹鹹的、海浪、沙灘、

釣魚、海鮮、水上活動等等，大家對

於海都有不一樣的感受與見解，但聊

到最後常常不是討論哪種海鮮好吃，

再來就是常會聽到長輩說這樣的一句

話：「海很危險，不要去」。有一次我

與朋友一起到海邊浮潛，朋友因為沒

有做好防曬，整個臉晒得紅通通的。

我直覺就是曬傷會很痛，回家要好好敷蘆薈，但他卻是擔心這樣回家會被家人罵。

不是罵他不防曬，而是罵他怎麼可以去「危險的海邊」。問起海邊哪裡危險，又說

不出來，然後開始細數新聞上的落海、溺水意外事件。居住在海島國家的我們，

沒有因為意外事件而更了解周遭的大海，反而因此更懼而遠之。 

但是海女阿嬤們似乎都沒有在怕的，跟討海人一樣，如果害怕海就沒有飯吃，

或是少一個養家活口的來源，「靠海吃海」海女們很典型的生活方式。一波一波的

海浪拍打著石岸，攪動著深藍的海水，看似令人畏懼的海，每每為海女們帶來四

季的海味，春夏的石花菜、石蚵、海膽，秋冬的頭髮菜、紫菜、螺貝類等等。她 

從八堵到三貂角        守護極東小組  陳仲宇 
 

   1974、2010、2019，這三個年分有什麼關聯?在這段跨越將近 50 年的歲月中，人們

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改變? 

    1974 年 9 月 26 號，有個名為范迪的輕度颱風從三貂角登陸，先在三貂角造成土石

流；28 號教師節那晚，豪雨在八堵引發走山，重創了國道一號八堵交流道工地所在的

八西里，恰巧在中秋節前夕。 

當時，八堵交流道引道是沿著山壁開鑿，將順向坡的坡腳砍斷，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

彈。位於工地山腳下，就是基隆市暖暖區八西里。根據倖存居民回憶，走山前幾天就

開始下起滂沱大雨。28 號當天，有一位老師白天才接受優良教師表揚，

當晚卻在睡夢中遭遇橫禍。 

午夜時分突然襲來的滾滾土石總共掩蓋了九戶民宅造成 27 人死

亡、數十人受傷。當時的倖存者在多年後接受採訪時揭示自己的傷疤，

變形的肢體與無法再生復原的缺口；哽咽的語音、內心依然悸動不已。 

 

 

 

 

 

 

 

 

 

使用，所以小孩們就負責將收割好的稻子抱去風穀機旁邊，大

人會用風穀機把稻米分成三種：不成熟或比較輕的(俗稱：粗

鏗)就會被吹遠一點，這就只能用來取暖或堆肥、被吹得進一

點的稻子，表示稻米不太成熟，這就是拿來餵鵝、最好的情況

下是直接從風穀機上面溜下的稻子，才能被裝成一袋一袋，交

給農會保證價格，但也吃不飽餓不死。在這過程中，外公需要

從山上用扁擔、布袋把稻子挑回家，放在家門廣場曬乾，且要 

弄成波浪狀，不能鋪平!!再使用”竊耙仔”翻面把表面一層一

層刮開來曬乾，每天晚上要先集中成小山丘用帆布蓋住，避免潮濕，隔天在攤開

來曬乾，需要重複曬 3-4 天左右。而他們一天最期待的就是放飯時間，一天會有

早點心、午餐、下午點心、晚餐，家中的女人就會負責煮飯，再送餐去田裡給每

位工作人員一起享用。(通常鄰居們都會避開收割時間，一天只會有一戶農家收

割，鄰居會一起幫忙收割，正因為如此，鄰里關係也較為緊密。) 

順帶一提二舅舅小爆料 time: 

大舅舅小時候比較偷懶，常使用尿遁跑去休息、鬼混；小時候他們需要放牛吃草，

他和大舅舅一起放牛時，曾經繩子沒綁好，導致牛跑掉，牛角直接撞擊大舅舅的

腰部，留一個疤痕；他們五兄弟姊妹中沒有放過牛的只有小舅舅，他的另個外號

叫「臺語：牽牛尾巴」，只負責跟在牛後面玩耍，聽起來挺幸福的。 

卯澳漁村種稻文化如今想成為後人追憶，除了從父執輩兒時記憶拼湊，得加緊從

村中耆老長者口述，完成拼圖的最後一角，或許也可讓下一代對漁村竟成曾經擁

有種稻文化緬懷追憶。 
 

們矯健地在礁石區、海蝕平台上閃躲拍打上來的浪花，完全看不出來很多年紀都

已經超過 60 歳。海女們說她們也遇過差點被海浪、海流給沖走，或是被浪打到跌

倒，被鋒利的礁岩及藤壺刮得滿身傷。所以她們從小學會看天氣、流水（潮汐）、

海湧（海浪），熟悉附近的礁石地形，知道哪裡有強大的海流，知道什麼時候是下

海採集的最佳時機。海女們有時候也會對我們說：「海很危險，不要去」，但她們

說的海，是當下的海，因為清楚潮汐、東北季風等原因，所以知道現在的海是危

險的，就不應該去挑戰大自然的力量，而是找到共處的平衡。 

吳念真導演在齊柏林導演的影像作品展逐岸的影片中提到「海岸是充滿勇氣

的人追逐夢想的起點⋯」講夢想，對在海岸上討生活的海女來說似乎有些過度浪

漫，但面對無盡的大海，海女們確實遠比我們更充滿勇氣。那些勇氣，除了來自

討生活的壓力之外，還有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海共處的智慧。下次如果在馬崗看

到海女們，記得與她們聊聊天，很快就可以收集到哪些是當季美味海物、如何看

潮水狀況等關於大海的訊息，記得還要學習海女的不逞

強、不挑戰地與自然共處，其實海並沒有想象中的可怕。 

災變發生後，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曾經到現

場坐鎮指揮救災，然而事後我國對於山坡地，甚而順向

坡開發是否有更多法制面探討與修正？國家賠償機制

是否建立？ 

2010 年 4 月 25 號，國道三號七堵路段在風和日麗的午後發生走山，事

前完全沒有任何預兆，除了造成 4 人死傷外，也使得國道中斷了 9 個月才恢

復通車。在挖斷順向坡坡腳之後，常使用人造邊坡、擋土牆或岩錨來防止順

向坡滑動走山，然而，最有智慧的作法應該是盡量避免開發順向坡，不是嗎? 

    許多可怕的後果是我們無法承擔的，人命損失是任何科技或數據演算無

法去預測的，我們為何沒有學會更謙卑地面對大自然？ 

2019 年，我們發現三貂角有一處旅館預定地位於順向坡，是岩體滑動潛

勢區，若是大規模開發將提高走山發生的危險。而山坡下就是基隆通往宜蘭

的臺 2 線濱海公路以及卯澳社區，其影響甚大。 

    50 年前的范迪颱風除了在八堵造成嚴重死傷，也使得卯澳三條溪流發生

土石流。這張老照片是范迪颱風過後，坑內溪洪流淹沒卯澳社區，留下大量

土石，也沖垮許多房舍。 

    如今卯澳社區三條溪流都是政府公告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若是在溪流中

上游的山坡地過度開發，後果不堪想像。八堵、七堵，若是再加上國人耳熟

能詳的林肯大郡慘案，三貂角難道會成為下一個?明知可能會有災害，為何

政府不主動更改都市計畫，廢止遊樂區用地，禁止建設旅館，以免將來要以

更大地的社會成本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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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卯古道路上，以往是整片遼闊的梯田-莊育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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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預定地 
卯澳社區 



新北市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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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時 

 

 

期 

日期 內容 備註  

201811.21 馬崗聚落申請登錄文化資產-聚落建築群 2019.08.05文化局公布馬崗不列入聚落保存  

2019  

07.20～21 在卯澳社區擺攤收集陳情書，反對東北角都市計畫三個細項： 

１、反對卯澳灣興建遊艇港及碼頭。 

２、反對卯澳三條溪地下化（溪流加蓋改成８米道路）。 

３、反對卯澳馬崗社區拆屋闢建８米道路  

兩天共收集: 

書面１５５０餘份 

後續郵寄共簽收書面近４０００份 

另網路連署６０００多筆 

總共近１萬份陳情書送內政部營建署() 

 

 

07.25 自救會成員到立法院陳情 

由立委黃國昌主持，在立院會議室召開記者會、相關主管單位列席(圖 2) 

東北角風景管理處陳處長口頭答覆不會蓋興建遊艇碼

頭，其他兩項也得到善意回應，但必須經由都市計畫

委員會討論修改才能定案 

 

08.12 馬崗街 11號／12號／28號三間石頭屋申請登記為歷史建築 

自救會到新北市政府陳情(圖 3) 

2019.11.25 

馬崗街 11號、12號列為歷史建築，28號沒有通過 

 

08.28 申請成立新北市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 成立協會團結馬崗及卯澳 

常態性維護卯澳馬崗漁村文化及生態 

 

08.30 向貢寮區公所申請坑內溪整治施工 清除雜草及復原生態環境  

09.29 召開新北市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發起人會議暨第一次籌備會 於卯澳潘老師工作室舉行，共有會員５２人  

10.19 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於馬崗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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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召開新北市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成立大會 

貢寮區施區長、社會課吳課長、立法委員黃國昌及立法委員候選人李永萍 

還有貢中校友多人都到場祝賀，同時選出第一屆理、監事 

於馬崗社區活動中心舉行(圖 4)  

2020  

01.12 第三屆百元好合，美麗卯澳、馬崗種百合花活動 今年和風管處合作，也是第一次將活動延伸到馬崗。

共種 4000棵百合花 

 

03.28  海洋大學何立德老師帶隊來協會參訪，洽談合作   

0101~1231 漁村復舊與再生---影像故事屋計畫(圖 5) 專案主持人：張琬芬  

0101~1231 極東物語---地方文史生態調查與記錄(圖 6) 專案主持人：張琬芬  

0201~1205 軟絲棲地復育計畫(圖 7) 專案主持人：諶志吉  

05.25 參加馬崗百年聚落保衛戰，居民提起｢行政訴訟｣試圖推翻新北文化局不將

馬崗列入聚落保存的決議 

另於立法院中興大樓召開記者會 

2020.07.02行政訴訟一審勝訴  

06.08 市府勘查及評估台灣好行公車由福隆延長路線至馬崗之可行性 協會參與爭取  

06.26 1.佈置海堤生態說明牌十塊 2.不鏽鋼藍鵲一隻 3.貓咬魚一隻 4.浮球魚

三條、佈置於卯澳社區 

製作者：潘王村  

2020.06.30 利洋宮戲台：全台唯一、卯澳漁村提籃觀音浮球、壁畫提籃觀音等 贊助者：蕭金冠、楊林端、張銘芳  

2020.07.08 吳家樓仔厝提報古蹟，新北市文化局現勘   

2020.07.20 參與風管處闢建台二線旁停車場通往卯澳社區步道          

2020.07.23 向高等行政法院聲請 

假處分，要求新北文化局將馬崗聚落繼續列為暫定古蹟 

  

2020.07.25 參與風管處探勘卯澳通往馬崗的海濱步道未完成路段的路線   

2020.07.25 卯澳諶家石頭屋立面水泥刨除，石頭屋復舊工程啟動 卯澳第一場回復石頭屋原貌的建築實驗(圖 8)  

2020.07.25 三貂角導覽員培訓結業(圖 9)   

2020.08.08 卯澳、馬崗老照片展(圖 10)   

2020.08.13 福容飯店行銷小組至卯澳拍攝影片(圖 11)   

2020.08.22 馬崗記憶生活館開幕式(圖 12)   

2020.09.04 志工隊拍攝紀錄鶯歌石耆老打草鞋影片(圖 13)   

2020.09.12 卯澳三貂角影像故事屋開幕式(圖 14)   

2020.10.21 志工隊執行草鞋床復刻(圖 15)   

2020.12 新北市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官網上架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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